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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7日就德国前总理科尔逝世分别
向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克尔致
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个人的名义，对科尔逝世表示深切
的哀悼，向科尔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作为卓越的
政治家，科尔先生为实现德国重新统一
和推进欧洲一体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其历史功绩将被世人铭记。他一直
致力于推动中德、中欧对话和合作，为

中德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并对中
国人民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给予理解和
支持，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老朋友。

习近平强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珍视中德人民友谊，愿同德方一道，共
同开创中德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7日就德国前总理科尔不幸
逝世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致唁电，代表中
国政府并以个人的名义，对科尔先生逝
世表示深切哀悼。

李克强在唁电中表示，科尔先生是
德国的杰出领导人，也是中德关系的积
极推动者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促进
中德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
献，对此我们不会忘记。

李克强指出，德国是中国在欧洲的
全方位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与合作不断
取得新进展。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德关系和友谊必将取得更大发展。

新华社柏林 6月 16日电 （记者袁
帅、张远）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16日去世，享年87岁。
德国媒体援引科尔的律师的话报

道说，科尔当天上午在其位于德国西南
部城市路德维希港的家中去世。

科尔出生于 1930 年 4 月，1947 年
加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
1973 年至 1998 年任基民盟联邦主席，
1982 年 10 月至 1998 年 10 月任联邦政
府总理。

科尔是两德统一以来的首位德国
总理。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 16 日
在其位于德国西南部城市路德维希港
的家中去世，享年 87岁。这位见证两
德统一和欧元诞生的德国总理是战后
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他的突然离世令国际社会震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等人都在第一时间对科尔的
去世深表悲痛。从外界对科尔的评价
中不难看出，这位德国前总理在世界
政坛享有崇高的地位。

政治达人
1930年 4月 3日，科尔出生在莱茵

河畔路德维希港的一个天主教家庭。
学生时代，科尔便对政治和法律表现
出兴趣。1950年在法兰克福学习法律
期间，他曾聆听过德国著名政治家瓦
尔特·哈尔斯坦等人的讲课。次年，他
转入德国著名学府海德堡大学，主修
历史和政治，并最终于 1958 年获得博
士学位。

科尔很早就开始进入政界。1947
年，还未成年的他就加入了德国基督
教民主联盟（基民盟）。1959 年，他代
表基民盟参加地方选举，当选莱茵
兰－普法尔茨州议会议员，成为当时
该州最年轻的州议员。此后他在该州
一路打拼，1969年当选该州州长，成为
德国最年轻的州长，并一直担任这一
职务到1976年。

在联邦层面，科尔的经历更加传
奇，其担任领导职务时间之长在德国
政界堪称奇迹。在基民盟内，他逐渐
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走向联邦层
面，于1973年当选基民盟联邦主席，在
这一位置上一干就是 25年，直到 1998
年，成为该党历史上在职时间最长的
主席。1982年 10月，科尔领导的基民
盟以不信任投票的手段将社民党政府
拉下马，科尔出任联邦德国总理。此
后他一直连任总理职务至 1998 年 10
月，成为战后德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
长的总理。

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是在科尔
的提携下进入政界的。虽然现在她被
外界称为“铁娘子”，但当年在身材高大
的科尔口中却是“我的小姑娘”。曾经
有人问默克尔当初怎么能吸引科尔的
目光，默克尔回答说：“我来自东边（东
德），是女性，年纪又小，我代表了党内
三种少数群体。”从对默克尔的提拔可
以看出，科尔看人的眼光是一流的。这
或许是他能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统一总理”
说起科尔一生最大的功绩，无疑

就是实现了东西两德的统一。正因如
此，他被德国人称为“统一总理”。

德国的分裂是二战的产物，战后
历届联邦德国政府都希望与民主德国
实现统一。科尔能在其任上完成这一
历史使命，一方面是赶上了“柏林墙”
倒塌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也与他个
人高超的政治能力密不可分。

出任总理后，科尔在对东德政策上

并不囿于党派之见，全面继承前任社民
党政府的政策，大力加强两德间的经
济、文化和人文交流，同时推动两德高
层会晤。这些做法增强了两德民众间
的民族感情，为统一打下良好基础。

1989年11月，象征德国分裂的“柏
林墙”倒塌。科尔抓住这一千载难逢
的机遇，发表了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
计划”，提出实现两德统一的具体步
骤。这一举措将两德统一的构想带入
实际操作阶段。

为了给两德统一去除外部阻力，
科尔政府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多次接
触。1990年 7月，科尔访问苏联，与苏
方就德国统一后的军事、政治等问题
达成“很大程度的相互理解”，为两德
统一铺平了道路。

1990 年 10 月 3 日，两德宣告统
一。以和平方式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完
成这一历史性壮举，科尔功不可没。

一体化功臣
科尔执政期间的另一大功绩是对

欧洲一体化的推动。任德国总理期
间，科尔多次强调欧洲一体化的重要
性。他说：“只有真正统一的欧洲才能
保证给我们的后代带来和平、自由和
富有。”

货币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1991年 12月，欧盟前身欧
共体12个成员国首脑在荷兰马斯特里

赫特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条约要
求在欧盟区域内实现资本自由流动，
打造欧洲统一市场，发行统一货币。
德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之一，
其态度对统一货币的前途至关重要。

德国货币马克曾是仅次于美元的
硬通货之一，也是德国实力和地位的象
征。当时，德国国内大部分民众反对欧
元。他们对马克不舍，对欧元的未来缺
乏信心，同时也担心更换货币会使德
国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但以科尔为首的德国执政党坚定
支持欧元，大力宣传欧元的好处。在
执政党的坚持下，一些以前反对欧元
的政党也加入支持欧元的阵营。最
终，德国联邦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了德国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的议案。

日后，很多人问科尔当年为什么
要放弃“心爱的马克”。科尔回答说：

“因为欧元将使得欧洲统一的方向不
可逆转。”

和平推动者
和许多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二战

的德国人一样，科尔少年时曾进入纳粹
军队。不过当时已是战争末期，他并未
参加过战斗，这在日后被他称为“晚出
生的幸运”。但科尔的哥哥瓦尔特·科
尔没那么幸运，于 1944 年死于战事。
这给科尔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他后
来给自己的大儿子取名“瓦尔特”。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童年经
历，科尔积极致力于推动德国与其他
国家关系的改善，并为和平事业不断
努力。

由于德国曾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许多国家对德国的发展怀有戒心。特
别是两德统一以后，德国版图扩大，人
口增加，引起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
洲国家疑虑。对此，科尔作出承诺：统
一后的德国仍然根植于欧洲，不会成
为“第四帝国”。

科尔利用各种机会代表德国向二
战中纳粹的受害国表达忏悔，其中最
典型的是以色列。由于犹太人在二战
中遭受德国纳粹大屠杀，因此以色列
虽在 1965 年与德国建交，但感情上却
一直难以接受德国。

1995 年，时任德国总理的科尔在
以色列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
跪，代表德国向受害者道歉。这一跪
堪比197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
在华沙犹太人遇害者纪念碑前的“惊
世一跪”，令人动容。正是由于有科尔
这样的德国领导人不断表明悔罪态
度，同时历届德国政府认真履行对受
害者的赔偿责任，德国最终赢得了以
色列的谅解。

值得一提的是，科尔也是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早在 1974 年，时任基民
盟联邦主席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
长的他便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与这个东方古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
对华友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德、中欧
对话和合作，为中德关系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有意义的一生
在 1998 年大选中，科尔领导的基

民盟遭遇惨败，科尔下台。此后，他身
陷基民盟接受政治献金丑闻，遭遇政
治寒冬。2001年，与科尔走过 41年婚
姻生活的妻子汉内洛蕾因不堪忍受长
期的病痛折磨而自杀。科尔自身的健
康也每况愈下。

不过，命运似乎还眷顾科尔。2004
年，德国女经济学家迈克·里希特与科
尔结识。当年冬天，两人结伴前往斯
里兰卡度假。度假期间，他们确立恋
爱关系，还在那里幸运地躲过大海
啸。2008年，两人结婚。

尽管在政治生涯晚期遭遇丑闻打
击，但德国社会对这位战后历史上的
伟大人物依然高度肯定。他被德国媒
体称为政坛“巨人”。每当晚年的科尔
出现在公开场合，他都会引来德国民
众“围观”。

2010 年 5 月，科尔 80 大寿官方庆
祝仪式在他的家乡路德维希港举行。
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任总统克勒以及
众多德国、欧盟和其他国家政要都前
来捧场。科尔抱病出席，以颤抖的声
音在 800 多名嘉宾前充满感情地发
言。或许他在那次发言中的一句话可
以概括他这一辈子：“我可以说，我度
过了有意义的一生。”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天下人物

德国前总理科尔：
影响欧洲的政治“巨人”

这是2001年10月3日拍摄的赫尔穆特·科尔在德国斯图加特出席活动的资
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德国前总理科尔逝世

习近平分别向德总统和总理致唁电
李克强向德总理致唁电

新华社广州 6 月 17 日电 2017 年
金砖国家运动会于 6月 17日晚在广州
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运
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参加运
动会的各国嘉宾、运动员、教练员们致
以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指出，我们期待着以今年 9
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议为契

机，推动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合作取得新
成果，为金砖国家合作夯实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体育事业
发展各具特色。本届运动会将为提高
运动员竞技水平、普及传统体育项目、
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促进人民友谊发
挥积极作用。希望运动员们发扬风
格、赛出水平、创造佳绩。

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美国总统特朗普 16 日宣布收紧前
任奥巴马政府的部分对古巴政策，禁止
美国企业与古巴军方控制的企业有生意
往来，同时收紧对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旅
游的限制，继续执行对古巴的经济、金融
封锁和贸易禁运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
的强硬立场在意料之中，其对古巴的新
政策或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遭遇波
折，但不会从根本上逆转古美关系。

特朗普对古新政引不满
对于特朗普的上述对古新政，古巴

方面表达了强烈不满。
古巴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特朗普

收紧美国对古政策不会影响古巴革命进
程，更不会让古巴人民屈服。“任何旨在
改变古巴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企图，
无论是通过压力和制裁来实现，还是采
用更微妙的方法，都注定会失败。”

多数古巴民众也对特朗普政府的对
古新政策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历史的倒
退”。

尽管美国政府至今仍禁止国民赴古
巴旅游，但古美关系改善以来，美国在赴
古巴旅行和贸易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松
绑措施。美国多家航空和邮轮公司恢复
对古巴的线路。据统计，2016 年，美国
赴古巴游客人数同比增长74％。

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埃斯特万·莫
拉莱斯说，旅游业是古巴国民经济收入
的重要来源之一，美国的政策倒退必然
会打击古巴经济，同时也会伤害古巴人
民的感情。

兑现选举承诺“开倒车”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对古政策

调整在意料之中。特朗普在竞选初期曾
支持美古关系解冻，但随后对古态度转
向强硬。去年 11月底，他曾表示，如果
古巴没能达到某些特定目标，他将终止
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
一直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两国 1961
年断交，美国还长期对古巴实行封锁。

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着手

改善对古关系。2014年年底，古美两国
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2015年 7月，古
美正式恢复外交关系。2016年 3月，奥
巴马还访问了古巴。

莫拉莱斯认为，特朗普调整对古政
策是为了兑现其竞选承诺，以迎合美国
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反古势力，争取更
多支持。

不过，对于特朗普的这一做法，中国
社科院拉美所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
秘书长王鹏指出，特朗普此举短期内可
形成较强的政治效应，对自己的选民有
所交代，但从长期看，则会对美国的国家
利益构成实质性损害。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游说集团“支持
与古巴进行接触组织”本月初曾预测，特
朗普调整对古政策将给美国带来损失。
这一组织表示，如果全面恢复对古巴的
限制，那么在特朗普任内，美国经济将遭
受66亿美元和超过1.2万个工作岗位的
损失。

正因如此，特朗普的对古新政在美
国国内也遭遇了反对之声。堪萨斯州参

议员杰里·莫兰认为，特朗普对古新政将
损害该州农民和农场主的利益，影响他
们将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出口至古巴。

古美关系波浪式前进
尽管特朗普对古巴的态度咄咄逼

人，但他在 16日的演讲中也明确表示，
不会关闭 2015 年重开的美国驻古巴大
使馆。

分析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古美关系
短期内不会出现“断交”这样重大的历史
性倒退。由于古美关系的改善已经迈出
实质性一步，因此从大方向来看，古美关
系向好的趋势恐怕难以被特朗普政府的
政策所逆转。

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刘玉琴说，只要
特朗普不与古巴断交，古美关系改善的
进程就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

不过，分析人士也指出，由于美国对
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以及
对关塔那摩基地的侵占等问题依旧难
解，古美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仍将长路漫
漫。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6月16日电）

特朗普宣布收紧对古巴政策

美对古政策“开倒车”影响几何

新华社东京6月17日电（记者王可
佳）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
队“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17日凌晨在日
本近海与一艘菲律宾籍货船相撞，现
已造成美国军舰上1人受伤、7人失踪。

据报道，“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
在返回驻地神奈川县横须贺港途中，
与一艘菲律宾籍货船在横须贺港西南
方向 100 公里近海处相撞。事故造成
美国军舰舰体右侧大幅损坏，1 人受
伤、7人失踪。

报道说，事发后，日本海上保安厅
派出搜救队伍，并与美军方面一起对
此次撞船事故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确
认。目前尚无菲律宾籍货船上人员受
伤的消息，事发两艘船只暂无漏油情
况以及沉船风险。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美国海军
“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全长154米，满
载排水量为8000吨。与其相撞的菲律
宾籍货船全长 222.6米，满载排水量为
2.9万吨。

美国军舰与菲律宾货船相撞
１人受伤７人失踪

6月16日，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大马士革门附近，以色列安全人员在袭击事件
现场附近警戒。

耶路撒冷老城 16日晚发生两起袭击事件，造成一名以色列警察死亡、一名
以色列警察受伤，另有3名路人受轻伤。3名袭击者均被以警方击毙。

新华社/基尼图片社

耶路撒冷发生两起袭击事件致4死4伤

据新华社华盛顿 6月 16日电 （记
者林小春）美国能源部近日宣布，将在
未来3年拨给6家科技公司总额2.58亿
美元的资金，以加速下一代超级计算机
技术的研制，目标是到 2021 年交付至
少一台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计算的超
级计算机系统。

受到资助的 6 家公司分别是国际
商用机器公司、超威半导体公司、克雷
公司、惠普公司、英特尔公司和英伟达
公司。由于每家公司也将各自承担至
少 40％的项目成本，这意味着美国在
下一代超级计算机技术方面的研发总
投资将达到至少4.3亿美元。

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在一
份声明中说：“持续保持美国在高性
能计算领域的领先地位，对于美国
的国家安全、繁荣和经济竞争至关
重要。这些资金将使美国的主流技
术公司整合强大的技术、专业知识
和资源，加入超级计算下一阶段发
展——研发百亿亿次系统——的全
球竞赛。”

目前，除了美国外，中国、日本和欧
洲都已宣布下一代每秒百亿亿次超算
研制计划。专家预计，未来TOP500榜
单的榜首位置将有可能出现多国交替
领先的态势。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央气
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南部等地仍
有较强降雨，云南西北部和东部的局
地有大到暴雨，东北、华北等地多阵性
降雨，降水分布不均匀，旱区降水较
小，不利旱情缓解。入汛以来“北旱南
涝”格局基本形成。

“‘北旱南涝’是今年入汛以来我
国天气气候的基本格局，但总体情况
较为平稳。”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
王永光说。

王永光介绍，目前“北旱南涝”局
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赤道东太平洋
变暖带来的影响。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2017 年下半
年，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将处于“正
常-偏暖”状态，是否能形成厄尔尼诺
现象尚不确定，概率在50％。

“如果下半年厄尔尼诺形成，降水
‘南多北少’的局势将进一步加剧。伴随
着雨量集中，南方洪涝将更严重，北方则
将由春旱延伸到盛夏旱。”王永光说。

今年汛期“北旱南涝”格局初现

美斥巨资研发每秒百亿亿次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