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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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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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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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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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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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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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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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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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 � � �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
尔16日上午在位于德国西南
部城市路德维希港家中去世，
享年87岁。

新华社记者当晚赶到科
尔位于路德维希港的住所，发
现房子门前安静地摆放着两
束白花，道路两侧有三十余名
记者和警察静静地等候着，这
条街道在夕阳下透着肃穆和
祥和。

克里斯汀娜来自吕德斯
海姆，她在鲜花旁边点好两盏
蜡烛后对记者说：“我从小在
电视上看着科尔，今天得到他
去世的消息后赶来吊唁，我不
希望带来过多打扰。”

来自德国南部小城班贝
格的一对夫妇在汽车收音机
上得知了科尔去世的消息，便
提前下了高速，特地赶到科尔
的住所探望。他们说，科尔是
德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理，他完
成了两德统一，他也是最伟大
的总理。

科尔的大儿子瓦尔特·科
尔一得到噩耗便驱车赶来。他
在接受采访时难掩悲伤情绪，
声音有些沙哑，“我的父亲是
一个为欧洲自由作出了重要
贡献的人”。

科尔的邻居王先生来自中
国上海。王先生说，科尔刚刚参
加工作后便在这里建了这座房
子， 当选总理后也常在周末回
到这里，“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
人”。科尔每次周末回来会去教
堂做礼拜，会去市中心散步，和
居民们打招呼交谈。

王先生回忆，1991年，王
先生的母亲从上海来德国探
亲，科尔和夫人盛情邀请他们
到家里喝咖啡，而科尔却因为
公务繁忙最终没能与他们见
面。几年过后，王先生母亲在
上海接到市外办的电话，原来
是科尔夫妇邀请她参加在上
海举办的宴会，弥补上次的小
遗憾。“我母亲当时非常惊讶，
被他们的细心与热情深深打
动。”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影响欧洲的政治“巨人”
德国前总理科尔：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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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民众
看科尔逝世

� � � � 6月16日，
德国柏林议会大
厦为德国前总理
科尔降半旗。

新华社发

� � � �科尔的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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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左
丹 通讯员 李瀚）今天，为期8天的朱
辉水彩艺术展在湖南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开幕，展出朱辉半个多世纪以来
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近50幅。同时，
还展出著作、教学及创作情景照片等
一批珍贵文献资料。

朱辉出生于1937年， 是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著名的水彩画家，湖
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他从事
水彩画学习与研究60载， 对水彩画
有深入研究且具有鲜明的个人特
色， 其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向，致力于发现美、表现美。他善于
吸收中外绘画之优长， 不断探索生
活、自然之美，形成了严谨、质朴、温
润而清新的画风。其水彩画《晒棉场
上》《老船长》《一盘橘子》《卖鸡蛋的
老大爷》等4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
藏；多幅作品入选全国美展。朱辉曾
荣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
校教师奖、“湖南省优秀教师奖”。他
从教60余年， 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
才和教育精英， 促进了湖南水彩画
的繁荣， 推动了湖南艺术教育事业
的发展。

朱辉水彩艺术展开幕

� � � � 6月17日，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府美术馆，市民在参观朱辉水彩艺术展。
傅聪 摄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彭雅惠）房地产开发
企业看好湖南前景。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1至5
月，我省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071.89亿元，同比增
长15.2%，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2.1个百分点，比1至4
月提高5.1个百分点，创下近3年新高。

从数据看，受限购政策等因素影响，我省商品
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下滑，1

至5月分别同比增长14.5%、22.7%，虽仍保持在较
高位运行，但增速已降至近22个月最低。同时，销
售面积增速与销售额增速之间的差距缩至近半年
最小，表明商品房平均售价在降低。

尽管楼市调控收紧，但我省去库存卓有成效，
到5月末，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26.3%，其
中，住宅待售面积下降最快，降幅接近四成。因此，

热门城市土地市场竞争依旧激烈， 成为推高房地
产开发投资增速的重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1至5
月，全省住宅完成投资666.54亿元，办公楼和商业
营业用房分别完成投资66.29亿元、198.31亿元。

此外，去年下半年以来，我省商品房销售持续
向好，今年前两个月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幅分
别高达30.1%、46.4%， 推动房地产企业加大了投资
力度，目前很多在建项目仍在进行，而投资项目有
周期性，一旦开工就将延续一段较长时间，我省房
地产投资加速增长或许正是这种周期性的延续。

我省房地产投资增速创近3年新高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通讯员
张兴斌）祁阳县对脱贫攻坚突出问
题进行“大排查、大诊断、大整改”，
并实行销号管理。截至6月15日，该
县按照“应出尽出，应进尽进”的原
则，共清理出“四类人员”12557人，
新纳入“五类人员”6675人，排查出
并按程序作返贫处理的“八个不退
出”对象1343户4194人，整改建档

立卡系统问题数据46205个。
县委书记、县长带头，走访辖区

内所有贫困村。每到一处，下查扶贫
队队长、镇村干部，上查县级领导，不
留情面，限期整改。截至6月10日，县
委书记一行走访10个镇42个村206户
贫困户，抽查贫困户档案372份，查出
问题5216处。

后进“亮丑”，“比学赶超”。6月10

日，祁阳县召开脱贫攻坚突出问题整
改推进会，4个后进单位“一把手”表
态整改。通过层层传导压力，在全县
迅速形成你追我赶、不甘落后的竞争
之势， 进一步压实脱贫攻坚工作责
任,�确保所有贫困村按时出列、所有
贫困户如期脱贫。

挂图作战，销号管理。围绕省
市明确的“六大类”“十大类”问

题和前期督查发现的问题， 祁阳
县下狠手进行整改， 对梳理排查
出的12大项37小项问题，实行挂
图作战、 逐个销号。 同时，3个单
位的党政“一把手”、分管领导因
履责不力被集体约谈 ；1名村党
支部书记因玩忽职守并涉嫌贪污
等问题， 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 � �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通讯员
刘敏 肖坤林)“精准识贫工作推进
难度大， 部分村干部优亲厚友，村
里宗族势力也严重影响民主评议
的公正性”“我所在的乡镇，口头重
视扶贫，却无实际行动”“部分群众
争戴‘贫困帽’，‘等靠要’ 思想严
重”……6月11日上午，在娄底市扶
贫办召开的市直驻村帮扶工作队座
谈会上， 与会人员直面扶贫工作面
临的问题和困难， 探讨交流脱贫攻
坚突出问题整改的好措施、好经验。

“今天利用双休日，召集大家
来座谈，一是反馈省委督查组在我
市新化、涟源、双峰等地督查发现
的突出问题，二是请大家一起来分
享经验、查摆问题、释疑解惑，凝智
聚力提升脱贫攻坚工作质量。请大
家畅所欲言!”娄底市扶贫办主任袁
若宁的“开场白”，简洁直白。

娄底市人大常委会驻新化县大
熊山林场金龙工区工作队队长钱局
新首先发言：“扶贫先扶志， 要加大
扶贫宣传培训力度， 引导贫困群众

自力更生，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这样才能斩断‘穷根’。”他还讲了贫
困户张晓健在结对帮扶下发展养殖
业的脱贫故事。

“很多精力用于填报资料和表
格， 建议严格规范扶贫资料管理。”
娄底市城管局驻娄星区蛇形山镇扶
洲村工作队队长童军辉说， 他们利
用一周时间，再集中走访贫困家庭，
对错评、漏评情况进行纠正，有效解
决了扶贫对象识别、 措施到户精准
度不够的问题。

“我村产业发展初具规模，却遭
遇市场风险，产品滞销。我们希望能
尽快落实产业风险保障机制。” 娄底
市畜牧水产局驻新化县石冲口镇天
龙山村工作队队长刘永新说。

中午，即将散会，工作队队长
还要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对驻点
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履行脱贫攻
坚主体责任情况进行现场“打分”。
“这次评价结果， 将作为对驻点乡
镇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工作年终考
核的重要依据。”袁若宁说。

大排查 大诊断 大整改

祁阳实行脱贫攻坚销号管理

“诸葛亮会”晒问题

娄底凝智聚力提升脱贫质量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整改进行时

●现场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