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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馆

国际友谊展览馆坐落在朝鲜名山妙香山，与妙香山秀丽风景相映成趣。

1978年8月开馆以来，不仅是朝鲜人民和海外侨胞，而且国外的著名人士和普通游客络绎

不绝地来参观。它是朝鲜民族的财富，也是人类的宝库。

国际友谊展览馆按大洲、国家和年代分类展出了世界各国的国家元首、政党、社会团体

人士和各阶层人民谨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敬爱的金正恩同志

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赠送的礼物。这些礼物反映世界人民对人类太阳的诚意、祝愿和无

限的敬仰之情。

如果要说明每一件礼物的来历，说了三年五载也说不完。

本画册收录了世界17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党、社会团体人士向伟大领袖金日成   

同志赠送的7.1万多件礼物中的部分礼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0 11亚洲地区

瞭望车 1953年11月赠

   刺绣《老虎》
         1953年10月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瞭望车和刺绣  

《老虎》等多件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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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亚洲地区

成套银质茶具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赠

                1955年10月

成套银质茶具包括14-15世纪在越南工艺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广泛流行的茶壶和茶

杯，很好地表现越南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

茶壶、茶杯、糖罐、奶罐表面分别浮雕越南名胜下龙湾的美好风光、健康长寿的象

征——竹子，还浮雕着南方的多种花卉。

自古以来，向贵宾或尊敬的人赠送银质装饰品，以祝愿他的平安长寿，是越南的传

统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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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亚洲地区

竹雕《水上楼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赠 1958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多次向金日成同志赠送竹雕《水上楼阁》等多件

礼物。

竹雕是中国的传统工艺艺术之一。

竹雕《水上楼阁》形象了表现中国建筑历史与文化的历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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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亚洲地区

木雕《鹰神》

成套银质餐具、银质花瓶

1965年4月，金日成同志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时任总统苏加诺向他赠送了木雕《鹰

神》、成套银质餐具和银质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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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亚洲地区

古希腊遗物《瓷器油瓶》、《瓷器灯盏》
塞浦路斯社会党主席赠 1969年7月

《瓷器油瓶》和《瓷器灯盏》是3000多年前的古希腊

遗物，是塞浦路斯社会党主席一家世代相传的宝贵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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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亚洲地区

漆艺《松龄鹤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赠 1972年4月

大理石花瓶
黎巴嫩朝鲜友好协会秘书长赠

                 197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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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亚洲地区

金工艺品《扇子》
日本众议院议员宇都宫德马赠 1975年7月玻璃工艺品《三只鸽子》

日本东京都港区富士工株式会社赠 197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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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亚洲地区

牙雕《万景台故居》 1977年4月赠

牙雕《万景台故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迎接金日成同志华诞 

65周年而赠送的礼物。

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批准的方案，用一年时间制作了

这一礼物。

共有96名能干的雕塑家参加了礼物的制作，而且他们都是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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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亚洲地区

瓷器花瓶

 
1978年9月，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及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

金日成同志赠送了瓷器花瓶。

这一瓷器花瓶可谓是集中体现中国瓷器工艺技术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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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亚洲地区

金银雕刻《骑骆驼士兵》
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侯赛因赠 1979年7月

象牙烟盒、牙雕《大象出行》
一名缅甸商人赠 1980年4月

银工艺品《大象》
印度Chemimpex and Ochemtire公司总经理赠 

197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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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亚洲地区

电光玻璃工艺品《孔雀》
日本金日成主义研究会常任委员会赠

                       1982年4月

珍珠工艺品《五层塔》
日本船舶“第一金照丸”全体船员赠

                       1982年4月

工艺品《法隆寺五层塔模型》
日本新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经理赠

                   1980年4月

玉雕《放风筝》
香港佳益行公司总经理赠 198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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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亚洲地区

  玛瑙雕刻《百鸟朝凤》
中国黑龙江省友好代表团赠 1983年9月

玛瑙雕刻《百鸟朝凤》，是一棵大树上有一只凤凰，群鸟飞来争鸣的造型。

中国人自古把凤凰当作幸福与长寿的最大的象征，把百鸟争鸣当作喜事、欢悦、

称颂与祝愿的象征。

金属工艺品《坐在地球
上的老鹰》
日本白线金日成主席著作学习会

全体会员赠 198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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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亚洲地区

198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一对玉雕《山茶花》

和多件礼物。

在中国，山茶花是美德与健康长寿的象征，成双成对的礼物是最大的诚意。

玉雕《山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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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亚洲地区

1987年5月，日本无党派参议院议员宇都宫德马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瓷器花

纹坛子和上漆的砚台盒子。

瓷器花纹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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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亚洲地区

金工艺品《龙》
新加坡共和国外交部国会书记赠 1988年9月

座钟
一名日本社会党所属众议院议员赠

                    198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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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亚洲地区

银工艺品《长寿塔》
香港骏图纺织有限公司全体社员赠 1988年9月

象牙挂锣
泰国中央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行赠 1988年9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42 43亚洲地区

1989年5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

同志赠送铜质花瓶和多件礼物。

这些礼物都是在伊朗伊斯法罕特别制作的。伊斯法罕自古以手工业城市著称。

铜质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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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亚洲地区

1991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杨尚昆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玉

雕《飞云骏马松鹤图》。

这是在松树与鹤的衬托下，八匹

骏马腾云驾雾的造型。据说，这是被

选拔的中国最能干的工艺雕刻家几个

人共同制作的。

八匹骏马是象征金日成同志八

十寿辰的。

骏马象征着繁荣与气魄，松鹤象

征着长寿。

玉雕《飞云骏马松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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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7亚洲地区

铜雕《鹿子》
巴基斯坦卡拉奇阿里阿里学校总校长兼金正日班班主任家属赠 1992年4月

金工艺品《花篮》
叙利亚努拉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赠

                   1992年4月

银宝石镶嵌木雕《大象》
斯里兰卡人民朝鲜友好协会赠 1992年4月

成套镀金俄式茶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长赠

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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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亚洲地区

 

199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的名义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一对大型涂漆花瓶，祝愿他80寿辰。

大型涂漆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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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亚洲地区

玉石火炉子 中国沈阳市代表团赠 1992年4月

中国北部地区有一个习俗：
向尊贵的人赠送火炉子，以祝愿
他身体健康。

这一礼物也是根据这一惯例
准备的。

成套金细工茶具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防部十月解放战争全景画馆建设最高指导委员会赠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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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亚洲地区

1992年4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凯山•丰威汉访问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木雕《大象》。

在老挝，向最尊敬的人赠送大象雕刻。

木雕《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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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亚洲地区

花岗石雕刻《十八匹骏马》
印度Interchem公司总经理和香港Texchem公司

总经理（印度人）赠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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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亚洲地区

木雕《祝愿长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省长赠 1993年7月

金工艺品《古代宝座》
泰国国内旅游协会赠 199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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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亚洲地区

柬埔寨王国诺罗顿•西哈努克国王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跟金日成同志有了亲密交往。每逢

金日成同志诞辰时，他总是除了祝寿，还赠送了至诚的礼物。

1994年4月，他在金日成同志华诞之际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

了柬埔寨有名手工艺人特别制作的银工艺品。

在柬埔寨，自古流传向名人赠送银质器皿以祝愿他的长寿与幸福。

银质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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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亚洲地区

螺钿涂漆花瓶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防部代表团赠

                       1994年5月

金工艺品《火炉子》
香港罗伊尔服装有限公司赠 1994年4月

银质香坛子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侯赛因•穆罕默德•艾尔莎德赠

                                     1989年8月

木雕《八仙》
中国吉林省临江县党委与人民

政府赠 1993年7月

工艺品《鹦鹉》
印度共和国总统尚卡尔•达亚

尔•夏尔马赠 1993年3月

金短剑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阿兹兰•穆

希布丁•沙阿赠 199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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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4 65欧洲地区

这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     

礼物。1948年12月

瞭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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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67欧洲地区

“吉斯”牌轿车
约•维•斯大林赠

    1950年10月

“吉姆”牌轿车
  格•马•马林科夫赠

         1953年9月

“吉姆”牌轿车
  尼•亚•布尔加宁赠

         1955年6月

约•维•斯大林和格•马•马林科夫等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向金日成同志赠送特别制作的20多辆轿车作为礼物。

苏联部长会议历届
主席赠送的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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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8 69欧洲地区

水晶花瓶、玻璃花瓶
               1954年4月赠

雕刻“相会”
1956年6月赠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东尼恩•萨博特兹基
赠送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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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0 71欧洲地区

铜雕“华沙英雄追慕塔”
波兰职业同盟中央评议会赠

              1959年11月

木质酒瓶、铜质水果盘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沃尔科•契尔文科夫赠 1956年6月

自古以来，保加利亚人民向德高望重的人士赠送葡萄酒瓶和水果盘以表示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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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2 73欧洲地区

“伊尔-14”飞机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赠 195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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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4 75欧洲地区

珊瑚礁
一名苏联人士赠 1966年5月

水晶花瓶
 驻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洲职业同盟干部和大学生金日成

 同志主体思想研究小组成员赠 197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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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6 77欧洲地区

镀金烟盒

1977年8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访

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镀金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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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8 79欧洲地区

金银雕刻、铜工艺品
《国际和平奖》
意大利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

研究所赠 1977年1月

成套银质茶具
奥地利Anton Tusch印刷厂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主体思想研究小组成员赠 197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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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0 81欧洲地区

1981年2月，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瓷器工艺品 

《姑娘和吹笛小伙子》。

瓷器工艺品《姑娘和吹笛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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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2 83欧洲地区

银质花瓶、银质烟盒
1982年4月

铜雕刻《游击队员》
                   1983年9月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保加利亚人民共

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赠送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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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84 85欧洲地区

瓷器花瓶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捷克斯

 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赠 

                                  1982年5月

瓷器器皿
金日成主义研究葡萄牙中央委员会赠 1981年9月

银工艺品《沿着主体思想指引的道路》
荷兰M.Hembers公司副总经理和科长赠 1983年3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8686 87欧洲地区

1984年5月，金日成同志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乌•契尔年科向他赠送了瓷器花瓶、长剑等多件礼物。

瓷器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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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89欧洲地区

玻璃花瓶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主席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赠 1985年4月

铜工艺品《篮子》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朝鲜特命全权大使赠 198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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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0 91欧洲地区

铜雕《妇女》
1985年5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

尔•日夫科夫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铜雕《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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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2 93欧洲地区

挂钟 1985年8月，马耳他共和国总统阿加塔•巴巴拉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挂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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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94 95欧洲地区

瓷器花瓶

瓷器花瓶是1985年10月德国统

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特意

准备的礼物。

牛角工艺品《山鹰》
一名苏联达吉斯坦国立大学生物学教授、博士赠 1986年10月

工艺品《山鹰》
奥地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促进协会成员赠

                                    1986年4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9696 97欧洲地区

铜工艺品“矛与盾”

1986年9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沃伊切

赫•雅鲁泽尔斯基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铜工艺品“矛与盾”等多件礼物。

在波兰，这种铜工艺品是民族的智慧、勇敢精神和爱国心的象征，只向在军事部门建立殊勋

的名将赠送。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9898 99欧洲地区

水晶杯
波兰“Minex”中央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赠 1987年4月

瓷坛
金日成主义研究葡萄牙中央委员会赠 1987年3月

玉石保险盒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赠 1988年4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00100 101欧洲地区

水晶花瓶

1988年5月，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亚历山大•菲尔科娃为团长的苏联共产

党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水晶花瓶。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02102 103欧洲地区

瓷器工艺品“老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赠 1988年7月

瓷器水果盘
爱尔兰工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赠 1988年9月

瓷器壶、瓷器杯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米洛什•雅克什赠 1988年5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04104 105欧洲地区

金质器皿
英国Leeward石油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赠 1991年4月

天然水晶
瑞士Quintermina公司赠 1988年9月

金丝工艺品《帆船》
葡萄牙民主运动委员长赠 1988年9月水晶瓶、水晶杯、银质托盘

英国学者代表团赠 1990年7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06106 107欧洲地区

水晶果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的儿子汉斯•格罗提渥家属赠

                                                   1992年4月

瑞士联邦创立700周年纪念金币
瑞士联邦主席弗拉维奥•科蒂赠 1991年9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08108 109欧洲地区

雕刻《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及其妻子珀涅罗珀》

1994年2月，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总书记让卡里洛•埃利亚•巴鲁里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       

金日成同志赠送了雕刻《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及其妻子珀涅罗珀》、两件案头记录薄银质托架等多件礼物。

雕刻《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及其妻子珀涅罗珀》是用他们曾经居住的房屋旧址挖掘出来的泥土制作的。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10110 111欧洲地区

银质器皿
英国ANZ银行局长夫妇赠 1993年10月

铜雕《英雄战士》

1992年4月，爱尔兰共产党代表团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铜雕  

《英雄战士》。

这件铜雕是用青铜制作的，形象了一位英雄战士被铁链锁着，

依然不屈不挠，坚决反对外来侵略者进行斗争，英勇就义。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14 115非洲地区

象牙

1967年1月，刚果（布）共和国总统阿尔方斯•马桑巴•代巴向       

金日成同志赠送了象牙。

这一象牙是在刚果最大的象牙。

银水壶、托架、铜质托盘
阿尔及利亚工人总同盟代表团赠　1968年9月 牛角台灯

刚果（金）革命运动成员赠 1970年5月

贝壳台灯
毛里求斯朝鲜友好协会主席赠 1970年8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16 117非洲地区

珊瑚礁
苏丹民主共和国苏丹港市朝鲜区全体居民赠

                             1972年4月

象牙花瓶
苏丹民主共和国政府机关报《新闻报》职员赠 1972年4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18 119非洲地区

象牙台灯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电力机构总局长赠 1972年4月

银质茶壶、银质糖罐、银质茶叶罐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赠 1976年4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20 121非洲地区

象牙 中非帝国国家元首赠 1977年8月

中非帝国国家元首向有关部门下达特别任务，准备全国最大的象牙。

这对象牙长2.5米，重55公斤，是中非最大的大象（重12吨）的象牙。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22 123非洲地区

1979年10月，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牙雕、民族服

装布料等多件礼物。

几内亚人民自古把象牙和象牙制品当做健康长寿的象征。他们把这些礼物送给自己尊敬的伟人或

导师，并以此为自豪。

牙雕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24 125非洲地区

撒哈拉天然石花
阿尔及利亚提济乌祖省 Borzmne染色厂厂长赠 1979年4月

海椰子
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弗朗斯•阿尔贝•勒内赠 1978年5月

牙雕《猎人夫妇》
乍得共和国政府赠 1976年11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26 127非洲地区

成套茶几、椅子 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赠 1981年6月

这一礼物是用非洲柚木制作的。

柚木像铁一样非常坚硬。中心茶几的

两只狮子象征勇敢精神和长寿，左右

两边茶几的男女人像象征勤劳和自力

更生。椅子的靠背上描写了多哥人民

的勤劳、习俗和多哥的美丽山河，象

征祝愿平安和幸福。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28 129非洲地区

工艺品《赞比亚地图》
铜雕《农民夫妇》

1982年4月，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斯•戴维•卡翁达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工艺品《赞比亚地图》和铜雕《农民夫妇》

等多件礼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30 131非洲地区

刻图章架、木质烟盒、银短剑、指挥棒
                                      1982年4月铜质茶壶、铜质托盘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赠 1982年4月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革命领导理事会

议长穆罕默德•阿布德尔•亚基思向金日成
同志赠送的礼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32 133非洲地区

剥制品《九刺鱼》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边境检查员培训班参加者赠 1982年4月

玻璃花瓶
刚果职业同盟对外关系部科长赠 1982年4月

玻璃花瓶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国会参议院

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赠 1982年4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34 135非洲地区

蝴蝶翅膀工艺品《太阳》、木雕（一男一女）、
大象臼齿、梳子、工艺品《中非地图》

1983年7月，中非共和国国家复兴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安德 

烈•科林巴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蝴蝶翅膀

工艺品《太阳》、木雕（一男一女）、大象臼齿、梳子、工艺品《中非地

图》等多件礼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36 137非洲地区

牙雕《鳄鱼》
几内亚人民革命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赠 1983年11月

蛇皮包
马里共和国外交及国际合作部长赠

 1984年8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38 139非洲地区

牙雕《猎人》、铜雕《骑马武士》
喀麦隆共和国总统保罗•比亚赠 1984年11月

滑石雕《大象》
津巴布韦主体思想研究代表团赠 1983年12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40 141非洲地区

座钟
马拉维共和国总统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赠

                            1985年11月

金质器皿
突尼斯《行动报》报社记者赠 1986年4月

银工艺品《骑马武士》
    尼日尔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

    赛义尼•孔切赠 1986年9月

瓷器花瓶
加蓬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局长赠 1987年3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42 143非洲地区

挂钟

1987年1月，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理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第四次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挂钟。

挂钟里的动物象征拥有热带森林、动物分布丰富的津巴布韦。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44 145非洲地区

鼓、草编茶盘

1987年4月，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  

金日成同志赠送了鼓、草编茶盘和草编地毯。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46 147非洲地区

铜质花瓶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胡

    斯尼•穆巴拉克赠 1988年9月

象牙台灯
几内亚科纳克里大学代表团赠 1988年8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48 149非洲地区

铜质水壶，铜质烟灰缸
突尼斯突尼斯大学代表团赠 1989年7月

牙雕《骑兵》
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内阁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赠

                                    1990年4月

大理石雕《独立前的津巴布韦
 人民生活》
 津巴布韦主体思想研究代表团赠 1990年6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50 151非洲地区

象牙工艺品《太阳》
中非共和国总统安德烈•科林巴赠 1992年4月

角工艺品《羚羊》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萨姆•努乔马赠

                      1991年9月

撒哈拉天然石花
阿尔及利亚农产品出口公司

总经理赠 1992年4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52 153非洲地区

象牙银工艺品《矛与盾》
埃塞俄比亚过渡政府总统梅莱斯•泽纳维赠 1992年4月

铜雕《铁匠》
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赠

                    1993年7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54 155非洲地区

铜雕《老鹰》

象牙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赠

                                   1992年4月

1993年7月，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费雷德里克•奇卢巴向   

金日成同志赠送了铜雕《老鹰》。

老鹰象征赞比亚的气概。

因此，赞比亚国旗上也有老鹰。

钟表意味着为排除万难、取得胜利与进步，加紧时间，

努力奋斗。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58 159美洲地区

铜盘浮雕《智力共和国国徽》
智利共和国议会代表团赠 1966年10月

木制器皿、乌龟脊骨
工艺品
多米尼加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赠 1970年10月

银质器皿，银质吸管
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赠

                            1970年11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60 161美洲地区

总统杖
玻利维亚圣安德烈斯大学代表团赠

                    1987年11月

总统杖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的表妹赠 1974年7月

玉石烟灰缸
乌拉圭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赠 1972年10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62 163美洲地区

成套银质茶具
  厄瓜多尔勃伦达德出版社温贝托•奥尔特斯•弗

  洛莱斯社长及其家属赠 1977年4月

银质托盘

1975年5月，阿根廷共和国总统马里亚•埃斯

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银质    

托盘。

阿根廷人民有一种习俗，就是向最尊敬的人赠送

银质器皿或银质贵重品，以祝愿平安长寿。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64 165美洲地区

圭亚那共和国总理林登•福布斯•桑普森•伯纳姆

赠送的礼物

木盒、金星、木雕《鱼》 1980年4月赠

衬衫金袖扣 1980年10月赠

陶器器皿，木制酒桶 1979年10月赠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66 167美洲地区

金币
 尼加拉瓜共和国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

 成员赠 1982年4月

银质托盘
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赠 1982年4月

金胸针、锡工艺品、锡杯子
玻利维亚共和国农牧业和农村发展部长赠 1981年8月

座钟
牙买加金斯顿公民中学副校长赠 1982年3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68 169美洲地区

                   

1983年3月，尼加拉瓜共和国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主席丹尼尔•奥尔特

加•萨维德拉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油画《尼加拉瓜人民的昔日生活》。

油画《尼加拉瓜人民的昔日生活》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70 171美洲地区

                   
格林纳达人民革命政府总理莫里斯•毕晓普每逢主要节日都给金日成同志发贺电、贺信，赠送礼

物。1983年4月他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油画《玫瑰花》、两件木质浮雕

等多件礼物。

油画《玫瑰花》

木质浮雕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72 173美洲地区

瓷器花瓶、瓷器器皿
   尼加拉瓜共和国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会协调员

   丹尼尔•奥尔特加•萨维德拉赠 1983年4月

   鳄鱼剥制品、木质水杯、
   木质烟灰缸、木质茶盘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领导委员会
成员、尼加拉瓜共和国民族复兴政府执政委员
会内政部长赠 1982年3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74 175美洲地区

玉雕《狮子》
墨西哥全国自治大学主体思想研究代表团赠 1984年4月

金工艺品《穆伊斯卡木筏》
哥伦比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赠 1985年2月

铜质烟灰缸
玻利维亚共和国国会参议院第二副议长赠

                           1983年9月

瓷器工艺品《珊瑚礁》
古巴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赠

                 1983年7月

水晶果盘
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

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的

哥哥赠 1985年8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76 177美洲地区

鳄鱼皮包 1977年4月

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曾经多次向金日成

同志赠送了鳄鱼皮包等多件礼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78 179美洲地区

金工艺品《泰罗纳士兵》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代表团赠 1986年7月

金属工艺品《斗鸡》
秘鲁国营矿物公司总经理夫妇赠

                   1987年4月

大理石笔架
秘鲁卡哈马卡国立大学代表团赠

1987年12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80 181美洲地区

挂钟
洪都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赠 1988年9月

石膏雕《爱意与友谊》
  古巴共和国哈瓦那市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赠 1989年10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82 183美洲地区

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一枚纪念铸币
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顾问赠 1991年3月

文物《陶器水瓶》
秘鲁金日成民俗文化协会赠

1990年9月

这一纪念铸币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顾问家庭的传家之宝。

这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第一批铸币，面值为一比索。

陶器水瓶是秘鲁一个家庭的传家之宝，是印加帝国以

前时期的文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84 185美洲地区

银丝工艺品《骑马的农民》
秘鲁共和国总统阿尔韦托•藤森•藤森赠 1990年10月

座钟
巴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赠 1992年4月

天然水晶
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民族议会小组代表团赠 1991年4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86 187美洲地区

瓷器工艺品《白鹤》

1992年4月，美国宗教福音布道家比利•格雷厄姆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瓷器工艺品

《白鹤》。这是他委托美国最有名的瓷器工艺创作集体特意定制的。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88 189美洲地区

         石雕《爱斯基
         摩人捞鱼》

加拿大天鹅旅行社社长赠

1992年4月

银工艺品
《多米尼加国徽》
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古拉斯•欧万德

艺术中心局长赠 1994年4月

挂钟
格林纳达莫里斯•毕晓普爱国运动政治领导人赠

                                1992年4月

铜雕《驯野马的人》
美国自由联合代表团赠 1992年6月

银工艺品《大羊驼》
秘鲁社会主义革命党赠 1993年4月

瓷器工艺《永恒的友谊》
古巴共和国青年岛人民政权代表会议赠 1992年5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90 191美洲地区

铜质装饰碟

1994年6月，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夫妇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向金日成主席赠送了铜质装饰碟。

铜质装饰碟上刻有美国国徽，还有吉米•卡特的签字。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94 195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陨石
澳大利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会秘书长赠 1975年10月

澳大利亚传说，得到陨石的人有福气。

秘书长祈愿金日成同志幸福安康，延年益寿，把珍藏很久的陨石

赠送金日成同志。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96 197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铜工艺品《孔雀》
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赠 1981年4月

温度仪
阿拉伯律师联合会总书记赠 1980年10月

印度人把孔雀当做“民族之鸟”。

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成员同来自印

度各地的工艺师集思广益、通力合作，制作

了铜工艺品《孔雀》。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198 199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银工艺品《牛车》
          1980年10月赠

镀银雕刻《骑马武士》、铜雕《鹿子》
                                     1981年7月赠

青铜雕刻《龙马与座钟》
                  1985年10月赠

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秘书长戈文
德•纳拉安•斯里法斯托巴赠送的礼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00 201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牙雕《菠萝》
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总秘书局行政及财政局长赠 

1982年3月

瓷器坛子
拉丁美洲主体思想研究所赠 1981年11月

炭雕花瓶
国际矿业大会组织委员会赠 1982年4月

铜工艺品《一对仙鹤》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远东及太平洋地区

办事处副代表及其家属赠 1982年3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02 203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水晶花瓶
国际记者联合会秘书局赠 1983年7月

挂钟
      争取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国际联络委员会

      副委员长市川诚赠 1982年4月

铜质水壶
非洲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赠 1983年7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04 205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银质托盘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赠 1983年9月

工艺品《大象》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赠 1984年7月

水晶托盘、水晶酒杯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赠

 1984年4月

铜质水壶
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参赞代表团赠

 1984年10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06 207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手表、银质糖罐、银
质水壶、银质茶叶罐

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比

施瓦纳斯夫妇赠 1987年5月

铜工艺品《鹿子》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负责联合国开发

计划驻朝计划调解人及其家属赠 

                   1986年4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08 209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铜雕《农业之女神》
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代表团赠

                     1990年7月

瓷器花瓶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赠 1989年7月

铜雕《农业之女神》形象了印度

人传统信仰中的负责农业的女神。印

度人相信她给人们带来喜悦。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10 211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铜雕《矿工》
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所长T•B•慕克赫尔基一行赠 1991年11月

瓷器花瓶
澳大利亚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赠 1990年1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12 213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各国议会联盟标徽

1991年4月，各国议会联盟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各国议会联盟标徽。标徽上面浮雕着发起成立各国议会联盟的法国人   

腓特烈•帕西和英国人克里默的肖像。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14 215大洋洲地区和国际组织

木雕《印度妇女》、《猎人》
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秘书长及其家属赠 1993年6月

银质果盘
国际金日成奖理事会秘书长比施瓦纳斯赠 

                           1993年7月

铜雕《鹤》
亚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所赠 1994年4月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活在人类的心中

1994年7月，金日成同志与世长辞，世界各国依然赠送很多礼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18 2191994年7月以后

族长椅子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乌牟吉共同体王

  吉•奥•玛玛赠 1995年4月
水晶工艺品《塔》

日本天地正教代表团赠 1997年9月

1995年4月15日，在尼日利亚隆重举行推戴 

金日成同志为太阳族长的仪式。

在仪式上，乌牟吉共同体王说：“向         

金日成主席授予尼日利亚建国以来第一个太阳

族长称号，这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我们虽然不能

看到伟大的主席坐在这一宝座上，但是他将永远

坐在这一太阳的宝座上给我们照亮宽阔的前进       

道路。”

宝座上刻有“乌牟吉的太阳伟大领袖          

金日成”的字样。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20 2211994年7月以后

水晶花瓶
蒙古政府文化代表团赠 2002年4月

玉雕《太平盛世》
中国山东经济协助代表团赠 2002年4月

玉雕《太平盛世》象征和平与幸福。

玉雕描绘了中国明朝时期的货币“太平通宝”、牡丹花、蝙蝠、松鼠、葫芦和花生。

铜钱代表发财，牡丹代表富贵，松鼠代表丰收，葫芦代表鸿福，花生代表长生不老。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22 2231994年7月以后

玉雕《万象更新》
          2002年4月赠

铜油灯 2003年9月赠

瓷器工艺品 2003年4月赠

玉雕《万象更新》是中国丹东金明贸易公司职员用在地下100米深处开采的各种玉石制作的。

玉雕《万象更新》，宽30公分，高80公分，长100公分，重250公斤。

  法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
  副委员长赠送的礼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24 2251994年7月以后

玉雕《国家富裕》
          2003年9月赠

金工艺品《骏马》
          2002年5月赠 

金工艺品《骏马》描绘了金日成同志在

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回忆的白马。

用特制合金铸造后镀了纯金。工艺品

的马鞍和马嚼子部位镶嵌了161多个各种宝

石，支架上雕刻了52朵花。

中国香港何东信托基金会主席赠送的礼物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26 2271994年7月以后

水晶工艺品《八匹骏马》
中国沈阳文一企业工程广告有限公司赠 2004年4月

宝石工艺品《希望之树》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赠 2005年8月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28 2291994年7月以后

水晶玻璃花瓶
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总书记让卡里洛•埃利亚•巴鲁里赠 2004年7月

瓷器花瓶
国际潘克拉蒂奥联合会主席赠 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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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2311994年7月以后

金属工艺品《万福》
中国大连泛洋（国际）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赠 2006年4月

戈杰尔瓷器壶
俄罗斯M•E•皮亚特尼茨基国立学院

民俗合唱团演员赠 2006年5月

瓷器花瓶
中国红色后代联谊会赠 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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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2331994年7月以后

铜工艺品
秘鲁工人、农民、学生人民阵线委员长赠

                           2011年2月

金属雕刻《贝尼托•胡亚雷斯》
支持朝鲜统一墨西哥委员会赠 2012年4月

玻璃工艺品
    奥地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关系促进协会赠 2012年4月

工艺《战场上的拉美西斯二世》
埃及开罗大学实用艺术学院教研室主任赠 2011年11月

花瓶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赠 2009年10月

贝尼托•胡亚雷斯（1806-1872）是墨

西哥前总统，是深受墨西哥人民爱戴的政   

治家。

当时他推行的政治改革都是进步的，因

此在墨西哥他被公认为历史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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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2351994年7月以后

铜工艺品《赤道标识塔》
厄瓜多尔共和国玻利瓦尔省毕罗万郡长官赠 2012年4月

木雕《立马成功》

2012年4月，中国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访

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金日成同志赠送了木雕《立马成功》。



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赠送的礼物

236 2371994年7月以后

玛瑙工艺品
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赠 2012年4月

工艺品《短火枪》
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赠 201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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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2391994年7月以后

玻璃酒瓶、玻璃酒杯
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阿尔乔姆市议会议长赠 2012年4月

瓷器花瓶
中国吉林省友好进出口有限公司赠 2008年2月

瓷器工艺品《茶壶》
中国上海抗美援朝纪念馆馆长赠 2014年7月

奖杯
波兰主体思想研究代表团赠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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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2411994年7月以后

金工艺《老鹰》
斯洛文尼亚同朝鲜友好协会代表赠 2017年11月珍珠宝石镶嵌瓷器花瓶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议会参议院议员赠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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