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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全世界面临公共卫生危机，可是朝鲜在两年多期间一直维持了稳定的

防疫形势，然而，今年却发生了恶性病毒传入境内的国家最重大紧急事件。

朝鲜针对国家面临的防疫危机，从主体111（2022）年5月12日起将国家防疫工作转入最高

级紧急防疫体系；90多天后在境内彻底消灭新冠病毒，恢复了平稳。

在这些日子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多次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亲自提出富有亲民性和科学性的

防疫对策和途径，并临阵指挥了防疫大战。

金正恩同志指示，针对当前的防疫危机，将国家防疫工作转入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并亲自

采取一切措施，向全国的发热患者供应药品，保障居民生活稳定。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同时推

进国家防疫能力建设，哪怕面临任何一种公共卫生危机，也给人民提供可靠的防疫环境的任务。

结果，国家的防疫体系得到整顿，防疫纲纪得到整饬，防疫政策得到正确落实。朝鲜人民无

条件地接受国家的措施，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毅然地站了起来。

金正恩同志领导防疫大战的日日夜夜里，诞生了无数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天凌晨，他捐献

家里准备的常备药品，提议把它送给生活困难的居民；一天夜晚，结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协议会，径直前往恶性病毒传染风险很大的首都多家药店，亲自了解医药品供应情况。

领导者和人民同生死共命运的90多天，让人懂得了一个真理：无论是再严酷的灾难，也不能

危害以仁爱、思想和意志团结一心的领导者和人民的浑然一体。

2020年1月末
朝鲜针对新冠病毒急速蔓延全球，将卫生

防疫体系转入国家紧急防疫体系。从此以后，
两年三个月以来度过了平稳的日子。

2022年5月
在朝鲜发生“隐形版”奥密克戎毒株传入

境内的国家最重大紧急事件，国家防疫工作
转入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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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政治局会议举行

主体111（2022）年5月12日，敬爱的

金正恩同志主持了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八次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就应付国家防疫危机问题进行了

探讨。

政治局指出：日前发生了从2020年2月到

今天的两年三个月一直坚守的紧急防疫战线

被击破的国家最重大紧急事件。

政治局认为，针对目前情况，有必要将

国家防疫体系转入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

会议通过了关于针对目前的

防疫危机将国家防疫工作转

入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的朝

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决议。

5 主体111(2022)年

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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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
意志和我们的团结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结束会议时提出了在

紧急防疫工作中要坚持的原则和任务。

金正恩同志指出：现在对我们来说，比恶性

病毒更危险的敌人是非科学的恐怖和缺乏信心、

意志薄弱的现象。

金正恩同志表示确信说：我们有党和政府以

及人民团结一致的强大组织力、通过长期的紧急

防疫工作培养而巩固的每个人的高度政治意识和

觉悟，因此，必定扭转面临的突发事态，在紧急

防疫工作中取得胜利。

金正恩同志热烈呼吁：全国人民和人民军

官兵坚定信念，加倍伟大力量，胜利结束防疫大

战，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团结来

坚决捍卫我们自己的宝贵生命、生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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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访问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
了解全国紧急防疫状况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阐明党

中央将胜利主导防疫战争的

决心、意志和战略策略。

5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1天

主体111(2022)年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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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的防疫危机，将国家防疫工作转入

      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      全民性防疫大战开战

全国各市郡彻底封锁本地区，采取工作单位、生产单位、生活单位之间的隔断措施后

安排工作和生产，以切断恶性病毒传播空间。

封锁各道、市和郡。

采取工作单位、生产单位、

生活单位之间的隔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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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进行全民集中筛查及诊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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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并切断恶性病毒传播根源，加强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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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协议会举行

5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3天

主体111(2022)年月14日

协议会重点讨论了适应最高级紧急
防疫体系要求迅速供应紧急调拨的
备用药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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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协议会上指出：我们党中

央在历史的考验面前再次验证自己的领导作用的时刻

已到。现在是要更深刻地自觉到我们是为了什么而

存在的、我们为了谁豁出性命进行奋斗这一点的

时候。我们党将敢于承担自己的重大责任，以无限

忠诚和忘我奋斗精神完全负责祖国和人民的安全与

平安。

金正恩同志屡次表示了一定要在防疫战中大获

全胜的决心和意志。

金正恩同志说：我抱着要始终和人民共命运的

决心以及希望安宁和笑声早日回归全国家庭的心愿，

向本部党委捐献家里准备的常备药品。他提议将这些

药品送给生活困难的居民。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捐献家里
准备的常备药品。他向本部
党委提议将这些药品送给生
活困难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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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黄海南道的困难家户转达

金正恩总书记的家庭捐献的常备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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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调拨国家备用药品，迅速供给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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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所有药店转入  
        全天候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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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众新闻媒体

集中进行宣传攻势宣传防治传染病所需的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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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病毒急剧扩散到全国各地

仅在这一天在全国范围发生39万多例发热患者 

平壤市疫情最严重

2022年5月15日

月15日 主体111(2022)年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4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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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下达了
关于动员人民军军医部门
的强大力量去立即稳定平壤
市内医药品供应工作的朝鲜
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别
命令。

5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4天

主体111(2022)年月15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再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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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基于对当前国家防疫形势的详细

分析，讨论更有效地实施防疫政策的途径问题，并

指明了当前斗争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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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结束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后，径直前往平壤市内
多家药店，亲自了解医药品供应情况

5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4天

主体111(2022)年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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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111（2022）年5月15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结束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协议会后，径直前往大同江区几家药店，具体了解医药品供应及销售情况。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再三强调，尽快纠正医药品供应体系的短处，采取搬运

医药品的强有力的实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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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中央的特别命令，

朝鲜人民军军医部门的强大力量
投入平壤市内医药品

            供应战斗

5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5天

主体111(2022)年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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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
5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6天

主体111(2022)年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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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分析目前的防疫危机局面，就当前

的防疫政策和最高级紧急防疫状态下党和国家

政策执行方向进行了探讨。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会议上作了关于

执行落实当前党和国家防疫政策的重要

结论。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要为稳定人民

生活领域而加倍努力。要扎实做好生活保障

和生活物资供应，为尽可能地保障和提供居民

治疗需求与条件而竭尽全力。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

要为稳定人民生活领域而

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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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有家庭上门供应
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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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在全国范围稳定遏制和管控疫情

一天新增发热患者在5月15日创下最高

纪录，从此过了近一个星期的5月21日

就减少到其一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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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举行月21日 主体111(2022)年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10天5

协议会讨论了根据目前稳定遏制和管控国家全盘

疫情的情况，更有效地调整落实党和国家防疫政策的

问题。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提出各项任务，强调说，要根

据形势不断灵活地调整防疫政策、实现其最优化，据

此采用国家的战略策略，在整个防疫战线继续掌握胜

券，与此同时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搞活全盘经济。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在整

个防疫战线继续掌握胜券的同

时，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搞活

全盘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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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疫体系转入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后，

             经济部门依然大力推进生产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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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举行

协议会审议根据疫情稳定的

形势有效而迅速地调整实施

防疫条例和指南的问题。

月29日 主体111(2022)年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17天5

主体111（2022）年5月29日，敬爱的金正恩

同志指导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协议会。

政治局听取对初期发病地和传播途径的国家

研判结果，探讨了有关问题。

政治局积极评价全国疫情得到管控和改善，并

就进一步巩固防疫初期积累的经验，继续稳定和

改善疫情防控形势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政治局审议了根据疫情稳定的形势有效而迅速

地调整实施防疫条例和指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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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恢复稳定的防疫形势积极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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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疫情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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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扩大会议举行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阐明关于最终消除

恶性传染病危机，恢复稳定，大力推进

国家防疫能力、危机应对能力建设的

战略策略。

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扩大会议在

主体111（2022）年6月8日-10日举行。

会议探讨了第三个议程《关于目前紧急防疫状况管理与国

家防疫能力建设的任务》。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第三个议程作报告，提出了关于最终

消除恶性传染病危机，恢复稳定，大力推进国家防疫能力、危

机应对能力建设的战略策略。

会议一致通过了第三个议程的决议《采取决定性措施大大

加强国家防疫能力》。

月8日 主体111(2022)年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28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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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朝鲜劳动党
黄海南道海州市委员会捐献

家里准备的药品

黄海南道海州市发生了急性肠道传染病。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6月15日把家里准备的药品交给本部党委嘱咐：将支援药品

送到海州市党委，让海州市党委具体掌握患有传染病的户数，把药品尽快送到他们

手里，为治疗工作提供一点帮助。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要对急性肠道传染病疑似病例患者严格采取隔离措

施，彻底切断传染途径，用流行病学调查和科学的检测方法加以确诊；大力进行对

发病地区的消毒工作的同时，该地区卫生保健机关竭尽精诚做好集中治疗工作，尽

快消除传染病。

黄海南道海州市居民收到金正恩总书记的家庭捐献的药品。

月15日 主体111(2022)年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35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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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事层出不穷
在最高级紧急防疫期间，苦他人之

苦、痛他人之痛、助人为乐、互帮互带

的美好风尚在每个地区、每个村庄、每

个单位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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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有7.12万名医务工作者和 
             114.8万名卫生积极分子

                      参加了治疗战斗。
各地的医务人员培训机构的师生们

      进行筛查及诊断工作，开展卫生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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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大团结在最艰难的时期 
             变得更加坚固

军人们被分派到首都的药店时收到的命令是保障药品运输和供应的稳定。可是，他们为了捍卫

人民的生命、保护人民的健康，竭尽了所能。

有的自己发高烧也没有动过供应人民的药片；有的不仅为前来药店的群众服务，还亲自去找病

人供应药品、治病；有的为抢救奄奄一息的患者抽出自己的血液输给他；有的治好曾经被诊断再也

不能走路的女孩子，让她重新踏上了大地……这些美举是单凭命令是无法做到、无法指望的。

他们不仅仅是身着戎装的医务人员。

他们比亲人更细心、更体贴地照顾人民，竭尽一切替人民排忧解难。他们是为人民尽孝的人民

的儿子、人民的亲兄弟。

军人们这种高洁的、忘我的精神风貌，给了首都市民无比力量，让他们摆脱传染病危机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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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19天）：全国一天新增发热患者   10万名以下

6月9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29天）： 全国一天新增发热患者    5万名以下

6月24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44天）：全国一天新增发热患者    1万名以下

7月11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61天）：全国一天新增发热患者   1000名以下

7月24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74天）：全国一天新增发热患者    100名以下

7月29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79天）：全国一天新增发热患者       0

8月3日（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84天）： 最后一名发热患者痊愈

8786



伟大的朝鲜人民争取了 

辉煌胜利

全国紧急防疫总结会议举行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召开的全国

紧急防疫总结会议在朝鲜首都平壤举行。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宣布最高级紧急防疫战胜利的历史性会议上作

了重要讲话。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概括分析了自从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到现在

的防疫状况后，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和共和国政府庄严宣布：在消灭传入

境内的新冠病毒、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最高级紧急防疫战中，我们

获得了胜利。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我们争取的宝贵胜利是我们党的防疫政策

的胜利、我们国家危机应对战略的胜利、我国人民特有的坚韧性和一心

团结的胜利、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带来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农业部门、建筑部门和主要工业部门在紧急

防疫状态下也继续推进今年的原定计划，保证国家全盘工作的灵活性的

宝贵成就和经验以及教训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防疫工作原则和

重要任务：进一步巩固这次最高级紧急防疫战的胜利、铜墙铁壁般地

构筑防疫壁垒，强有力地进行防疫工作，直到世界公共卫生危机告终。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呼吁：让我们对斗争和未来充满坚定的信念和

乐观精神，可靠地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大力推进实现我们朝鲜式

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历史大业。

他接着祝愿最尊敬、最热爱的全国人民身体健康，全国家庭平安

快乐。

月10日 主体111(2022)年

启动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第91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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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会见并祝贺为争取最高级紧急防疫战的胜利

做出贡献的防疫及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和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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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与全国紧急防疫总结会议参加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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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紧急防疫战中取得胜利的朝鲜人民军军医部门战斗员归队

9796



8月14日，朝鲜人民军军医部门战斗员走

上归途。

没有人料到他们在深夜和凌晨悄悄地离去。

最高级紧急防疫体系解除后，人们想到就

像亲骨肉一样亲近起来的军医部门战斗员早晚

要离开，都感到依依不舍，有的人在下班的

路上到药店看看战斗员，还有的人拜托他们离

开时一定要通知一声。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丝毫不能给人民

造成负担，这是人民军的精神道德纲纪。

在90多天的首都紧急防疫战期间，几千名

军医部门战斗员坚持了这一纲纪；在离去的

时候也为不给人民添麻烦，避开欢送仪式，在

平壤市民都甜睡的深夜和凌晨悄悄地离开了

恢复平稳的首都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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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会见在最高级紧急防疫战中建立赫赫之功的朝鲜人民军
军医部门战斗员，致了意义深远的贺词

月18日
主体111(2022)年8

103102



主体111（2022）年8月18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会见参加最高级紧急防疫战，完成

保卫首都、保卫人民的神圣任务，建立不朽功勋的朝鲜人民军军医部门战斗员，并祝贺和

激励他们。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贺词中表示，军医部门战斗员在平息首都防疫危机的斗争中比谁

都辛苦。

金正恩同志以党和祖国以及人民的名义向在决定国家防疫斗争胜败的关键区、核心战

区—首都防疫战场上以不屈不挠的信念和勇气积极奋斗，充分显示了我们军队坚韧不拔的

精神、战无不胜的战斗力、党的军队的高尚风貌和崇高气节的全体战斗员致以由衷的感谢。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全体战斗员在首都防疫战斗中发扬了英勇牺牲精神，那是出

自于我们军人与众不同的忠诚心的精神特质。我们的军人最了解自己司令官的内心真情，为

执行司令官的意旨奋不顾身。无限忠于我们党的革命战士、人民的好儿子、亲兄弟，这就是

平壤市民通过91天神圣战斗铭记在心里的军医部门战斗员的真面貌。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高度评价军医部门战斗员开展殊死的斗争，彰显我们军队为执行党

的命令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面貌，还坚决保卫了我们社会的根基—军民大团结这一

宝贵的革命财富，立下赫赫之功。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谈到我们党拥有一向对得起人民军队这一神圣而光荣称呼的可靠的

革命军队的很大骄傲。

金正恩同志热烈呼吁全体参加者：为了我们伟大的国家、为了我们伟大的党、为了

我们伟大的人民、为了我们伟大的尊严与荣誉而忠实地忘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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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与在首都防疫斗争中立下赫赫之功的战斗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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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等级降级，转入紧张强化的正常防疫体系，从而，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都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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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人民克服史无前例的公共卫生危机，满怀着自豪，

隆重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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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保卫战的九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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