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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世界上最神圣而伟大的爱就是父母为后代所付出的爱。

然而，朝鲜儿童受到比这更温馨的骨肉之情，幸福成长。那就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志对全国儿童的关爱。

对朝鲜的全国儿童来说，金正恩同志的怀抱是充满骨肉之情的爱的世界，这比什么都温馨而

宝贵。

金正恩同志把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孩子们的事情当做最重大的国事，提出国家负责向全国

儿童供应奶制品等营养食品为党的政策，而且修建了最好的儿童医院、少年团夏令营和少年宫。

他在视察指导的百忙之中想亲眼看看孤儿们在新楼房过得怎么样，特意去看望他们，然而到

了现场后怕影响他们玩耍，就站在院子里听着孩子们明朗的歌声和欢笑声，从中感到无比满足。

金正恩同志为孩子们走了万里征程，留下很多感人的故事：有时淋着倾盆大雨亲临工地指导

儿童医院建设工程，要求在最高的质量水平上推进工程；有时亲临平壤儿童百货商店亲切地嘱咐

服务人员，要多销售儿童喜欢的智能玩具。

他建立实行普遍的十二年制义务教育，让全国的孩子们都尽情学习，甚至一一关心他们的学

习用品、校服和书包，为其生产供应问题操碎了心。

他去笔记本厂看着各种笔记本大量生产出来的情景说，今天太高兴，怕是睡不着觉了；到书

包厂去亲自背着学生书包，打量书包带的宽度。他的声音今天也回荡在孩子们的耳边，他的身影

深深地刻在孩子们的心里。

他在日理万机中，再次去视察少年团夏令营，整整一天跟少年团员一起共享夏令营竣工的 

喜悦。

金正恩同志和朝鲜儿童的关系是世人羡慕的温馨的骨肉关系。

为了孩子们，他愿意飞到天上去摘星星。他以亲生父母的心情照顾全国的孩子们，吃苦耐劳

在所不辞。

金正恩同志亲自采取措施，隆重举行朝鲜少年团成立纪念日庆祝活动，还祝福全国所有少年

团员的美好未来。孩子们虽然年纪小，但是把金正恩同志的无限深厚的热爱铭刻于心，都茁壮成

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实现自己的美好梦想和抱负。

朝鲜儿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华，向全世界展现出自己的幸福面貌。

他们称金正恩同志为“我们的慈父”。这是因为金正恩同志和朝鲜儿童是最亲近的骨肉关

系。这一纯洁无瑕的称号中凝聚着朝鲜的独特面貌，渗透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未来。

朝鲜的儿童将永不忘记他们在伟大慈父的怀抱里享受幸福生活、世上无所羡慕的美好时光，

谱写金正恩朝鲜的光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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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世上
无所羡慕地成长

金正恩同志把培养祖国的未来——孩子们都茁壮地成长为优秀

人才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最良好的养育条件，呕

心沥血。

越困难越关心孩子们，以那份爱的力量开创美好的未来，这就

是金正恩同志的崇高意志。在孩子的生长发育中托儿所和幼儿园时

期是最关键的年龄段。朝鲜用国家经费向全国儿童供给奶制品等营

养食品，还为他们营造一应俱全的养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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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在领导革命的百忙之中也经常去找各地儿

童，看着他们欢笑感到无比高兴。他总是挂念儿童，担心

他们受热受冷，经常去看看他们，了解情况。朝鲜的儿童

在他的阳光雨露下无忧无虑地茁壮成长。

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

金正恩同志和庆上幼儿园儿童在一起。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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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庆上幼儿园。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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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和孩子们在一起。201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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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在视察平壤基础副食品厂时去看工厂托儿所。2013年6月金正恩同志在视察某岛屿防御队时抱起一个军官的儿子。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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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平壤儿童百货商店。2012年7月

金正恩同志指示，改建位于平壤市中心地区宝地的平壤儿

童百货商店。他对儿童商品保障问题、在每层布置室内游乐场的

问题、销售智能玩具的问题作了具体的教导。在百货商店开业前

夕，金正恩同志亲自去商店考察营业准备情况，强调这一商店要

成为儿童和人民都喜欢的百货商店。

   充满孩子们欢笑声的
             商业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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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喜欢去

平壤儿童百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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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为了让全国

儿童无病无恙，亲自发起儿

童医院建设。他淋着大雨亲

临工地指导建设工程，解决

工程所面临的各项问题，把

这家医院建设成综合性儿童

医疗基地。

把玉流儿童医院
建设成综合性
儿童医疗基地

     金正恩同志视察儿童医院建设工地。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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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流儿童医院于2013年10月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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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里的“学校”
玉流儿童医院不仅高新医疗设备一应俱全，

而且孩子们在住院期间也能上课。

孩子们一旦住院，其名字不仅注册于病历

表，同时注册于各年龄段教室的名簿。

医院里有“幼儿园教室”“小学学习室”   

“中学学习室”，在这些教室里可以看到身穿病

人服的孩子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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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恩同志视察玉流儿童医院。
                     2014年3月



为了祖国的未来·让孩子们世上无所羡慕地成长

让孩子们世上无所羡慕地成长

31

亲临平壤儿童食品厂

金正恩同志视察平壤儿童食品厂。2015年11月

平壤儿童食品厂生产婴儿奶粉和营养米糊面等

几十种营养品。

金正恩同志亲临平壤儿童食品厂视察指导，强

调要把产品质量提升至世界一流水平，并意味深长地

说，孩子们喜不喜欢，就是对产品质量的评价标准。

该厂秉承金正恩同志的崇高意旨，力求提高营

养品质量，实现生产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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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儿童食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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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政策是党和

    国家的最重大政策

        金正恩同志指导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021年6月

2021年6月，朝鲜劳动党召开八届

三中全会，经过讨论提出了一个党的政

策：用国家经费向全国儿童供应奶制品

等营养食品。

金正恩同志在全会上强调，不惜

用亿万财富提供更为完善的养育条件，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重大政策、最大 

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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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儿童在托儿所

和幼儿园茁壮成长



让孩子们世上无所羡慕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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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幼儿园受到学前教育，
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



让孩子们世上无所羡慕地成长



全国孤儿的父母

金正恩同志竭尽精诚，无微不至地关怀孤儿的生活。

他为孤儿们盖了宽大豁亮的新房子，按季节供应新衣服和各种

营养食品，让他们美满幸福地成长。

在金正恩同志的关怀下，孤儿们切身感受到亲生父母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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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亲临平壤育幼院，抱着育幼院的孤儿。2014年2月 金正恩同志亲临平壤保育院，向喜迎国际儿童节的孩子们表示祝贺。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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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孤儿们修建新房子
金正恩同志总是挂念孤儿们脸上出现阴影，指示

把全国的育幼院和保育院面目一新，给他们建设就像

母亲的怀抱那样温馨的家。他亲临工地指导设计、施

工和收工等整个建设工程。

金正恩同志视察平壤育幼院和
平壤保育院建设工地。
                 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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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孤儿的父母

金正恩同志视察即将完工的元山
        育幼院和元山保育院。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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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育幼院和平壤保育院坐落在风景优美的

大同江畔，生活环境和教学条件良好，医疗设施俱

全，是人人向往的孩子们的幸福摇篮。

孩子们在宫殿般的家园里切身感到温馨的父母

亲情，无忧无虑地茁壮成长。

平壤育幼院、平壤保育院竣工投运

金正恩同志视察完工的平壤育幼院和平壤保育院。2014年10月



全国孤儿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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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亲临平壤育幼院
和平壤保育院祝福迎接新年的
孩子们。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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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山育幼院和元山保育院的孩子们在育幼院、保育院竣工典礼上剪彩。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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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道出色地建成育幼院和保育院。元山育幼院和元山保育院

平城育幼院

南浦育幼院

新义州保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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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育幼院和各道的育幼院不仅照管失去

父母的儿童，还养育三胞胎儿童。他们在

国家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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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1•8水产事业所。2016年11月

重视向孤儿供应鱼类
1•8水产事业所专门给全国育幼院、保育院、孤儿小学、

孤儿中学和养老院供应鱼类。

金正恩同志就像人民军军需品保障问题那样重视正常向

孤儿供应鱼类的问题。这家事业所获得鱼类大丰收时，他最

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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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新建的平壤孤儿中学。2016年7月

金正恩同志把毕业于育幼院、保育院的孤儿的成长和

教育负责到底，为让他们到了学龄期继续在孤儿小学和孤

儿中学尽情学习，幸福生活而提供所有的条件。

朝鲜各地的孤儿小学和孤儿中学就像亲切的兄弟一样

相互紧挨着，在这里，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生活环境和教

育条件一应俱全。

连亲生父母的骨肉之情都比不上金正恩同志的大爱。

凝聚着这份大爱的幸福摇篮里，学生们世上无所羡慕地生

活，脸上常带笑容。

把孤儿的成长和教育负责到底



全国孤儿的父母

平壤孤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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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新建的平壤孤儿小学。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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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和平壤孤儿小学
学生在一起。201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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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孤儿小学



全国孤儿的父母

平壤孤儿小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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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景台革命学院是革命烈士子女学

院，国家完全负责培养为了国家的解放

事业、捍卫祖国、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者所留下的子女。

金正恩同志亲自当烈士子女的父

母，或一起过年或一起植树，始终关心

他们的成长。

在金正恩同志的关怀和信任下，这

里的学生都成长为革命的栋梁、可靠的

接班人。

    培养烈士子女
    坚决继承爱国血脉

      金正恩同志亲临万景台革命学院，祝福  
      迎接年节的学生。2012年1月



为了祖国的未来·全国孤儿的父母

全国孤儿的父母

87

金正恩同志和万景台革命学院学生一起植树。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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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景台革命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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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盘石革命学院学生



金正恩同志采取措施，让全国的所有学生少年在普遍的十二年

制义务教育的阳光雨露下实现自己的梦想，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

只要是关系到孩子们的事，即使是校服、学习用品之类的小小的问

题，金正恩同志就以亲生父母的心情照顾。

如今朝鲜实行普遍的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从而依法保证从学

前教育到小学、初中、高中的中等普通教育的整个过程。

让孩子们尽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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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有关实行普遍的十二年制义务教育的法令
普遍的十二年制义务教育，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实行的普遍的十一年制义

务教育的深入发展，是中等普通教育体系的新的高阶段。

2012年9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最高人民会议

                    第六次会议颁布了有关实行普遍的十二年制义务教育的法令。



让孩子们尽情学习

孩子们经过为期一年的
学前教育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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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尽情学习

在充分保障小学儿童的成长发育的同时，
教授对自然与社会的基础知识，以使他们
圆满接受中等教育。

五年制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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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制初中教育

三年制高中教育

教授学生掌握中等一般基础知识。

教授基础技术知识，以使学生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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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观看校服样品。
             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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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蒲公英笔记本厂。2016年4月

 以亲生母亲的心情

蒲公英笔记本厂在金正恩同志亲自倡议和悉心指导下建

成，专门生产供给全国幼儿园到大学的儿童和学生的笔记本。

金正恩同志多次做了有关该厂建设的宝贵指教，还命名

为“蒲公英笔记本厂”。

2016年4月，他亲临该厂，对能够向我国儿童供应优质笔记

本表示满意，恳切地嘱咐生产者要以亲生母亲为自己的孩子装订

书本的心情，制作好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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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笔记本厂

让孩子们尽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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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连忘返的工厂

金正恩同志视察平壤皮包厂。2017年1月

金正恩同志为向孩子们供应优质好看的书包，亲自倡议建设平

壤皮包厂。

2017年1月，金正恩同志视察平壤皮包厂指出，要根据学生的

爱好、情趣和审美观点制作多种形式和颜色的优质书包。他想象着

全国儿童将背着新书包欢欣鼓舞的样子，高兴地说，来到这家工

厂，实在不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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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皮包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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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儿童欢迎的“向日葵”牌学习用品

朝鲜儿童一进小学就从国家收到“向日葵”牌学习用品。

让孩子们尽情学习



让孩子们尽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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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师资的原种场

金正恩同志视察得到改建的平壤教员大学。2018年1月

金正恩同志指示把平壤教员大学出色地改建成为培

养师资的原种场。平壤教员大学得到改建后，他亲临大

学指出，实力高强的教师培养出肩负国家未来的得力学

生，平壤教员大学的教职员要把自己纯洁的良心献给教

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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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为能把孩子们培养成国家栋梁

之才的教育工作者而做准备。



让孩子们尽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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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少年按季节领受新校服和学习用品，尽情学习。

让孩子们尽情学习



让孩子们尽情学习

全国少年科幻文艺作品及模型展览会•2019



金正恩同志把对学生少年的教育工作看做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重要

问题，并为此付出了很大心血。

金正恩同志为把儿童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在日理万机中出席

少年团代表大会发表讲话，还和他们合影留念。

培养儿童成为国家
的栋梁之才、未来
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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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在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66周年朝鲜少年团全国联合团体大会上发表讲话。2012年6月

2012年6月，2万多名的孩子乘坐专机和专列来到平壤。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惊动了很多人。

这些小贵宾是出席朝鲜少年团成立66周年庆祝活动的全国各

地少年团代表。

2012年6月6日，在金日成体育场隆重举行庆祝朝鲜少年团成

立66周年朝鲜少年团全国联合团体大会。

金正恩同志出席大会，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亲切地招呼孩

子们为亲爱的全国少年团员，并祝福他们要做支撑未来强盛朝鲜

的柱子。

要做支撑未来强盛朝鲜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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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接见朝鲜少年团成立66周年庆祝活动代表，祝福他们的未来。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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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出席朝鲜少年团
第七次代表大会。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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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恩同志和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庆祝
       活动代表一起观看艺术节目。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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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出席朝鲜少年团第8次代表大会。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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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和朝鲜少年团第8次代表
大会与会者合影留念。2017年6月



培养儿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未来的主人公



金正恩同志深切关心学生少年的课外活动，指示把那些课外教育基

地都面目一新，好让学生少年进行平生难忘的夏令营生活，受到优秀的

课外教育。

金正恩同志指示改建全国各地的少年团夏令营和少年宫，并始终关

心整个工程，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建设工程。

那些课外教育基地都凝聚着朝鲜劳动党为儿童就不惜亿万财富的后

代观、热爱后代的思想。因此《世上无所羡慕》的歌声响彻云霄。

良好的课外
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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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亲自倡议改建松涛园国际少

年团夏令营，从动工初期起屡次亲临工地指导

工程，下了很多功夫。

由于有了他的忘我努力和辛劳，松涛园国

际少年团夏令营改建成学生少年夏令营生活所

需条件一应俱全的夏令营。

朝鲜各道（直辖市）也都建有夏令营，学

生少年欢度夏令营生活。

出色地改建松涛园
国际少年团夏令营

      金正恩同志视察指导松涛园国际少年团
      夏令营改建工程。2014年2月   



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2014年5月，松涛园国际
少年团夏令营竣工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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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出席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竣工典礼。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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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和学生少年一起观看祝贺松涛园国际少年团夏令营竣工的全国少年足球大赛决赛。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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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和学生少年一起观看祝贺松涛园国际少年团
夏令营竣工的牡丹峰乐团艺术演出。2014年5月



为了祖国的未来·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157

平生难忘的美好时光

夏令营的生活



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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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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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息岭滑雪场

在这里欢度冬令营生活

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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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天空
回荡孩子们的欢笑声

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是金日成同志倡议建设、     

金正日同志亲自命名的夏令营。

金正恩同志指示把这一夏令营改建成良好的课外教

育基地，还亲自指导其改建设计方案。

夏令营改建后，他亲临夏令营进行考察，对凝聚着

我们党热爱后代思想的“儿童宫殿”拔地而起感到十分

满意，说要让这一夏令营充满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歌声。

金正恩同志视察得到改建的万景台少年团夏令营。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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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得到改建的江原道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2016年12月

江原道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位于江原道文川市风景优

美的海岸，犹如一幅画。这是一个综合性课外教育基地，江

原道内的学生少年纷至沓来，欢度夏令营生活。

金正恩同志多次指导设计方案，一一解决建设工程所

面临的各项问题。夏令营完工后，他亲临现场嘱咐这里的工

作人员说，要牢记只有孩子们欢笑，全国才能充满喜悦，坚

决履行自己的使命。

    出色地改建江原道
         12月6日少年团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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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得到改建的万景台学生少年宫。2015年11月

金正恩同志倡议改建万景台学生少年宫，采取设计、建设力量和材

料保障措施，还对改建工程作了一百数十次的宝贵指教，亲自指导数百

件设计方案。

少年宫内部宛如童话世界，一天可容5000多名学生同时进行课外活

动。这里有140多间小组室和活动室，还有艺术综合排练场和多种多样的

大众活动设施。室外有驾驶实习场、学习场、操场、公园，建有宿舍和

综合性服务设施。

每天，普通劳动群众的子女来这个综合性课外教育基地，根据自己的

趣味和素质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把万景台学生少年宫改建成
              孩子们的一流宫殿



万景台学生少年宫

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手迹（万景台学生少年宫中央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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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室

科学厅

游泳池剧院

艺术厅

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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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三池渊学生少年宫。2016年11月

全国各地的学生少年宫出色地建成后，金正恩同志千里

迢迢亲临北部边境地区的学生少年宫，看着尽情地搞小组活

动的孩子们感到欣慰。

他听着从三池渊学生少年宫传出来的孩子们欢笑声和歌

声，放下满腹忧愁；到学习的千里路学生少年宫就和小组学

生合影留念。

在他温暖的怀抱中，全国儿童根据自己的梦想和素质尽

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千里迢迢亲临北部边境
地区的学生少年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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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和三池渊学生少年宫小组员合影留念。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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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同志视察学习的千里路学生少年宫。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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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少年根据自己的
希望和素质尽情学习



每年举行学生少年的迎新演出。

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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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时间，学生少年在
自然博物馆、中央动物
园、科学技术殿堂等各
地掌握多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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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课外教育基地



朝鲜儿童在国际大赛中荣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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