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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是老练的政治家、卓绝的伟人，具有

非凡的思想理论和领导能力，引导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辉煌

胜利，而且为实现人类的自主事业而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力挽狂澜，战胜阻挡社会主义事业、反帝自主事业前进道

路的重重困难和考验，建树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他德高望

重，无微不至地关怀万民，所以，世界许多国家政界、社会界人

士和人民无限敬仰他，称他为“卓越的政治元老”“名将中的名

将”“圣人中的圣人”。

许多国家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向他授予勋章和奖章，表示

无限敬仰之情。

世界许多国家党和政府首脑、各界人士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日

同志赠送至诚的礼物，表示无限尊敬和钦仰之情。

各政党、社会团体把他推戴为名誉委员长、名誉领导人，各

国城市和大学向他授予名誉市民、名誉院士、名誉教授、名誉博

士等称号。

金正日同志逝世后，世界进步人民一直无限怀念他，接连不

断地赠送至诚的礼物，追授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                                                                                                                          

                                            金美艺 撰文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          

      封面：未来科学家大街的夜景 宋大赫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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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同志亲切交谈。1983年6月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弗·弗·普京同志进行会谈。2001年8月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会见欧盟最高级代表团成员。2001年5月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会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2002年3月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会见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
麦得列因·奥尔布赖特。2000年10月

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菲德尔·卡斯
特罗·鲁斯同志会晤。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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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凯山·丰威汉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授予老挝最高勋章。1992年4月柬埔寨王国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授予柬埔寨最高勋章。2004年7月

国家大军官十字勋章和证书（马里）
1992年12月17日

一级荣誉大星勋章和证书（埃塞俄比亚）
1985年11月16日

大十字独立勋章和政令（赤道几内亚） 
1992年4月13日

友谊金星勋章和证书（蒙古） 
2007年2月13日

十月革命勋章和证书(俄罗斯) 
1997年10月9日

团结勋章和证书（古巴）
1992年1月31日

大十字国家勋章和证书（尼日尔）
1986年9月20日

4 5



曼谷市形成200周年纪念章（泰国）
1982年11月24日

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章（黎巴嫩）
1980年10月10日

创价大学成立纪念章（日本）
1986年4月30日

“2000年伟人”证书（巴基斯坦）
2000年11月25日

戴高乐生日100周年
纪念章（法国）
1990年10月6日

反法西斯同盟奖章和奖状（保加利亚）
2002年2月5日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金质奖章（南斯拉夫）

1987年2月16日

帕多瓦大学金质奖章（意大利）
1987年7月30日

塞图巴尔州塞萨尔市奖章
（葡萄牙）
1992年2月7日

ONGULUMBASHE奖章
（纳米比亚）
1992年9月11日

人民议会奖章（埃及）
1986年9月11日

马德里市议会金质奖章
（西班牙）

1992年7月28日

“世界粮食之日”纪念章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1983年9月9日

美利坚合众国第42代总统就职
仪式纪念章（美国）

1993年3月3日

基多自治大学名誉博士证书、决议、
博士服、博士帽、奖章（厄瓜多尔）

2001年3月27日

亚坎布大学名誉教授奖章、徽章、证书、决议（委内瑞拉）
1997年10月15日

 阿雷基帕市钥匙和名誉市民证书（秘鲁）
1998年1月30日

厄恩斯特·台尔曼生日100周年
纪念章（德国）
1985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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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工艺《扇子》
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赠

1992年2月

银质花瓶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弗·普京赠

2007年2月

座钟
美国广播公司社长赠  

1995年4月

金质座钟、金质手表
瑞士日内瓦俱乐部代表团赠 

1989年4月

水晶工艺《和平的象征》
保加利亚festo代表团赠  

2002年5月

金短剑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保卫省副相兼

罗马尼亚军队最高政治理事会书记赠  
1986年5月

珍珠宝石镶嵌瓷花瓶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议会参议院议员赠  

2015年8月

水晶花瓶
卡塔尔本·阿尔·谢克钢筋厂总厂长（印度人）赠 

2009年2月

海螺台灯
菲律宾共和国议会参议院议长赠  

2006年4月

编织画《松龄鹤寿》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赠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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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民军阅兵仪式的今昔

2月8日是朝鲜建军节。

过去朝鲜人民因没有像样的军队而被沦为亡国奴，他们日夜

盼望拥有自己强大的民族军队。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领导抗日的浴血奋战，取得了祖国解放

（1945年8月15日），把建设强有力的正规军队当做自主独立国

家建设必不可少的要求，提出卓越的建军思想，精力充沛地领导

建军大业。

73年前即1948年2月8日，在平壤站广场（时称）举行阅兵仪

式，向全世界宣布维护国家和民族安全的正规武装力量诞生了。

金日成同志出席阅兵仪式检阅阅兵队伍，作了题为《庆祝 

朝鲜人民军的建立》的历史性讲话。

他的讲话结束后，广场上整齐列队的朝鲜人民军部队开始了

1948年2月8日，在平壤站广场（时称）举行第一个阅兵仪式，向世界宣布朝鲜人民军建立。



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人民军加强成为牢固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革命
胜利果实的最精锐革命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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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仪式。

阅兵队伍参加第一个正规武装力量的阅兵仪式，心里充满骄

傲，拿起寒光闪闪的枪支，雄赳赳地走过主席台前，彰显新朝鲜的庄

严面貌。

由于有这一天，朝鲜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拥有自己可靠的武力

保证，作为享有高度尊严的人民之国登上历史舞台，打败了自诩

世界“最强”的帝国主义侵略军，在祖国解放战争（1950年6月 

25日-1953年7月27日）中取得了伟大胜利。

从此，已过了很长时间。

去年10月和今年1月，在平壤金日成广场隆重举行朝鲜人民军

阅兵仪式。

在73年前举行第一个阅兵仪式之后，朝鲜人民军在保卫祖国和

人民的激烈斗争中一直取得了胜利，同加强和发展成为世界军事强

国的朝鲜的威仪一道向全世界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威力。

朝鲜人民军积极拥护朝鲜劳动党的自卫军事路线，节节粉碎了

敌对势力冒险的挑衅活动，壮大和发展成为能够一举歼灭任何强敌

的战无不胜的战斗队伍，阅兵场上洋溢着朝鲜人民军的威仪。

阅兵队员的脸上露出，只要地球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对朝敌视

政策持续，一定要完成作为保卫祖国和人民、捍卫和平的利剑的使

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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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仪式显示朝鲜的军事力量得到长足发展，任何势力都不敢

藐视朝鲜的军事力量，充分具备能够管控目前面临或将来可能面临

的任何军事威胁的遏制力。

阅兵仪式严肃地证明朝鲜人民将生活在永无战争的国度，子孙

万代繁荣富强。                                       

崔光浩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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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举行大型演出《歌颂党》

庆祝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大型演出《歌颂党》1月13日至24日在平壤体育

馆隆重举行。 

安哲龙、李明国、李哲进、孙希软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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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钢铁生产，热火朝天
今年是国家经济发展新的五年计划的头一年，金策钢铁联合企

业从年初起掀起生产高潮。

全体员工干劲冲天，充满热情，作为屈指可数的大冶金基地在

有力地推动国家全盘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联合企业集中力量解决在科学技术上出色地完成主体铁生产体

系中面临的问题，同时大力推进增加钢材产量的工作。

负责生产第一道工序的吹氧高炉车间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

继续下大力量合理选定原料、燃料的配合比率，科学地管理高炉，

大大提高每炉一次炼出的钢水量。

制氧机分厂的工人创造发明在冬季不利的条件中也能保障设备

正常运转的有价值的技术革新方案，并运用于生产，圆满生产和保

障质量好的氧气。

钢铁第二车间、热轧车间的生产者也大搞技术革新活动，改

善吹氧转炉、轧钢机等设备的管理方法，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

加产量。

保障部门的车间也一致奋起投入充分发挥内在潜力，圆满保障

钢材生产所需原材料和附件。                                                         

尹正植 摄影  朴炳勋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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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城江的新貌 

礼城江是黄海北道境内最长的河流，进入新世纪在其流域修建

了多座水电站。

随着修筑堤坝而形成宽广的人工湖，流域的自然环境焕然一

新，几乎找不到让人回想建设过程的踪迹。

但是，礼城江发电站员工和当时的青年建设者一直不忘克服自

然的挑战，建设发电站时的情景。

礼城江流域降水量比较丰富，大部分在雨季集中形成。

礼城江青年第一号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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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发电站时也是一样的。每年雨季因为暴雨，江水急剧涨起

来，破坏围堰等。

但是不能挫伤建设者要在新世纪把只给带来灾难的礼城江转变

成乐园之江的意志。

堤坝拔地而起，开凿引水隧道，机组房显露出自己的面貌，输

电线沿着山顶伸展。

道内全体人民诚心诚意地支援发电站建设。

2008年，终于修建了道内第一个大规模水电基地——礼城江青

年第一号发电站，两年后，又完工了礼城江青年第二号发电站。

截止2018年，道内建设者沿着礼城江流域继续修建了多座水

电站。

几千年来白白地流向朝鲜西海的礼城江如今变成很有实惠的

江，在保障黄海北道经济发展所需电力的同时，消除这一带洪灾，

大大贡献于农业发展。                                               

申忠日 摄影  朴英祚 撰文                         

礼城江青年第四号发电站礼城江青年第三号发电站

礼城江青年第二号发电站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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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姑娘们的安乐窝

新义州纺织厂位于平安北道所在地，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

骄傲。

去年11月，为该厂700多名住宿人员的宿舍与文化福利设施纺织

院一并落成。

在鸭绿江畔溜达的市民看着这个工人宿舍都赞不绝口。

这个工人宿舍是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倡议下建成的。

2018年6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视察该厂时具体了解工人的生

活情况说，听说厂里的工人都很羡慕我们党为平壤金正淑纺织厂和

平壤金正淑缫丝厂工人建设的宿舍，我要给你们建设不亚于它好的

宿舍。并选定宿舍地基，还组织强大的建设力量。

以三个栋组成的宿舍和纺织院的总建筑面积为2.9万多平方米。

宿舍里有雅致的房间、食堂、图书阅览室、治疗室等，纺织院

里有游泳池、健身房、美容室等，给住宿人员等工厂员工充分提供

生活便利。

一到晚上，工人宿舍灯火通明，响出来姑娘们的笑声和歌声。                                                          

洪光楠 摄影  朴炳勋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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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厂长

李根日是平壤基础副食品厂厂长，47年前他专科学校（时

称）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工厂当工人，开始了社会生活。今天几

乎找不到他当时的面貌。

如今他对发酵工程学的实力雄厚，现场经验丰富，是工学

博士，仍然保持着认真的探求精神、创议精神、顽强精神。

他历任作业班长、车间主任、工程师，于2 0 0 4年当了

厂长。

进入21世纪，由他主动提议，工厂进行了各个生产工序和

设备的改建，使之现代化的工作。

当时，他说要把工程所需的各个尖端设备也自主制造，厂

里人听了都感到惊讶。

他的提议终于得到实现，酱油、黄酱、食油、发酵豆等各

个基础副食品生产工序都采用先进技术，在国内首次具备了生

产维生素E的尖端设备。

在此现代化过程中，并不只是厂里的技术力量得到加强。

厂里人都体会到：谁不亲近科学技术，谁被淘汰。

李根日早就预料到这一点。

厂里办了科技普及室，工人们（大都是年轻人）都参加远

程教育系统，接受高等教育，结了业。那是后来的事情。

今天，平壤基础副食品厂每五人当中一人具有大学毕业证

书，学位获得者继续增加。

他们同自己未来比较的是最高人民会议议员、工人出身的

博士厂长李根日。                                   

崔远哲 摄影  李进凡 撰文

平壤基础副食品厂厂长、博士李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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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朝鲜民族服装的传统

过去如此，最近在城市和村庄更加经常看到穿上民族服装

的人。

朝鲜民族服装经过悠久的历史得到发展，只要是朝鲜民族，不

管性别、年龄和容貌，穿起来都很适合，看起来

漂亮得多。

朝鲜民族服装形态各种各样，有上衣、裤

子、裙子、褙子、唐衣、长袍等，衣服的颜色和

装饰也多种多样，男女老少都能按季节把自己打

扮得衣着端正而美观。

因此，如今不仅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而且

青壮年人也喜欢穿民族服装。

尤其妇女穿上朝鲜裙袄，让人如实感到朝鲜

妇女纯洁、温和而坚强的品质。

人们对民族服装的关心度日益提高，朝鲜从

2003年起每年隆重举行全国朝鲜服装展示会。

有很多专家和爱好者拿着自己做的民族服装

参加展示会，参加人数继续增加。

出名的朝鲜服装店年中接收很多对朝鲜民族服装的制作申请和

订单，应接不暇。

朝鲜服装风俗于2016年被注册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龙云 摄影  金鲜景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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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 术世 家

凡是上世纪中后半期朝鲜人几乎都听说过

金泽成这个名字。

20世纪70年代，朝鲜文学艺术部门迎来了

惊人的全盛期。当时，金泽成为杂技领域的魔

术新发展起到先导作用。在这个时期，以前只

是以简单的手技、骗术编的游戏一样的魔术，

发展成为启发人们创造能力，推动智力发展的

一门艺术。

金泽成创作了《花篮》、《苹果丰收》、

《绸缎瀑布倾泻下来》等200多个作品。

他是金日成奖得主、劳动英雄、人民演

员。他多次参加国际魔术节，博得了许多专家

和观众的赞叹。

后来，他任国立杂技团平壤杂技学院魔术

教研室主任，到现在专心于培养后备的工作。

他培养出的徒弟当中有他的两个儿子。

虎父无犬子，两个儿子成长为优秀魔术演

员。大儿子金哲擅长于功能魔术、二儿子金光

哲则擅长于交感魔术。

金泽成一贯主张魔术要成为描写人们真实

而美丽生活的艺术。兄弟俩不断努力把父亲的

意志体现于作品中。

其过程中他们创作许多作品，得到观众喝

彩，在国际舞台上也获得了名声。

国家给他们授予金日成奖、人民演员

称号。

今天，金哲是国立杂技团魔术科主任，金

光哲是导演兼魔术演员。金柱成和金光成接爷爷

和父亲的班，也成了国立杂技团的魔术演员。

他们从事杂技只有三四年，但他们创作的

魔术作品《在水面上》、《同公共汽车》新颖

而独特，受到观众热烈喝彩。

他们主张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魔术。

大胆创新，不断前进，把魔术发展到更高

境界，这是三代魔术世家的志向。                        

李进赫 摄影  金鲜景 撰文

金泽成参加第16届国际现代魔术节获得

大奖，被授予“世界魔术大师”称号。

金泽成的大儿子金哲及其儿子金柱成 金泽成的二儿子金光哲及其儿子金光成

国立杂技团平壤杂技学院教研室主任金泽成给儿子和孙子讲魔术创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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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跆拳道母国的骄傲感
去年11月，在黄海北道沙里院市新建了跆拳道训练馆。这里具

备跆拳道训练场、强体训练室、解乏室、体育信息室、体育科学技

术普及室等。

因此，黄海北道跆拳道选手队可以更加活跃地进行广泛普及并

发展朝鲜民族正统武术——跆拳道。

该选手队是全国有名的跆拳道选手队之一，干部、教练和选手

都充满热情，为国争光添彩。

选手队把一切集中于使选手们在体力、技术和战术上做好准

备，对加强基础技术训练多下功夫，安排进行在选手之间突破体力

技术指标的竞赛，以掀起他们的训练热潮。

教练把速度、打击力、动作的正确与顽强的忍耐当作提高技术

水平的关键，在教学训练指导中献出智慧与热忱。

他们要求所有选手正确认识跆拳道原

理，训练一个动作也要保证准确性，还根据

每个选手的年龄与心理特点周密安排工作。

选手们的训练成绩日益显著。所有选手

都提出很高的目标，克服难忍的体力负担，

为掌握各种跆拳道技术刻苦训练。

该选手队对培养后备选手工作也予以很

大的关心，不断培养有发展前途的后备选

手，至今培养出许多国际和国内知名的跆拳

道健将。

在两年前举行的第21届世界跆拳道锦标

赛上获得金牌的何金刚等多名优胜者是黄海

北道跆拳道选手队的选手。                                 

李哲进 摄影  朴英祚 撰文
黄海北道跆拳道选手队选手参加第12届青少年及第7届长老跆拳道世锦
赛等国际比赛荣获冠军。

36 37



七宝山是朝鲜六大名山之一，一到冬天就呈现出一片雪海。

雄伟奇妙的内七宝、外七宝、海七宝山岳、溪谷和海边等与干

净的白雪相得益彰，呈现新的景观。

七宝山面积为数百平方公里，包括咸镜北道明川郡、花台郡和

明涧郡的广阔地区和渔郎郡的部分地区。

七宝山的名称按季节不同，冬天则称之为“雪白山”。

站在古时仙女飞回天上的升仙台，金刚谷东边和西边的一万个

景色尽收眼底，冬天白皑皑的雪覆盖各种奇岩怪石，呈现另一番无

比绝妙的景致。

近处的万狮峰、千佛峰、钟阁峰、猴岩等，还有外七宝山岳犹

如雪白色屏风围，蔚为壮观。

貌似女人背着婴儿，头上顶着包裹的岩石上白雪覆盖，使人们

看着轻松得多。

海七宝名胜虹岩，它耸立于山坡和海底。虹岩上也盖满白雪，

与夏季不一样，别有一番情趣，令人入迷。

巍然屹立的奇峰怪石上面、悬崖绝壁中腰和岩缝间的松

树都头顶白雪，高高耸立，突出咸北金刚——七宝山冬季的

风景。                                                                           

李进凡 撰文

在升仙台眺望内七宝的“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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