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仲勋亲切接见常香玉等参加汇演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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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香玉在朝鲜战场演出。

习仲勋和人民艺术家常香玉
□本报记者 于为民 本报通讯员 石 磊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剧社捐献飞机的义举，让人们难以忘怀。《河南日

报》1951年 8月13日1版发表本报消息《香玉剧社将巡回义演 捐献飞机一架 在汴演出受到

各界欢迎》：豫剧名演员常香玉所领导的香玉剧社，为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爱国号召，决定巡回

义演并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一架。打算半年内完成，全社职工演员84人已于8日自陕到汴，

9日即开始上演。拟连演半月到20天。然后转往郑州、新乡、许昌、洛阳、漯河、商丘等城市演

出。中南文化大会开幕时，将赴武汉观摩义演。

常香玉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为志愿军义演捐献“香玉剧社

号”战斗机的过程中和以后的豫剧艺术事业中，始终得到习仲勋的关怀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家和豫剧艺术家的情谊，成为一段佳话。

万里义演为志愿军
捐献战斗机

1923 年 9 月 15 日，常香玉出生在河
南省巩县南河渡镇董沟村一个贫农家
庭，乳名张妙玲，幼年时常香玉跟着母亲
魏彩荣靠要饭度日，父亲为了让常香玉
不做童养媳，1932 年把 9 岁的常香玉领
上了学戏之路。1938年年底，华北沦陷，
河南、山西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常香
玉和父亲及全家逃往西安，一住就是 18
年 ，在 这 里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常 派 艺 术 。
1948 年年底，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在西
安创办“西安私立豫剧补习学校”，培养
豫剧人才，后改为“香玉剧社”。新中国
成立后，“香玉剧社”有了发展前途，
1950年春正式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提出申
请，落户西安开展营业演出。

1950 年 8 月，美帝国主义把扩张魔
爪伸向朝鲜半岛，轰炸中朝边界鸭绿江
畔，战火逼近国门。毛主席于 1950 年
10 月向全国人民发出“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的号召。常香玉和她的剧社决定
每月捐献义演一天。1951 年 6 月 1 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
出了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坦克的号召，
一场大规模的捐献活动由此展开。

从广播里听到从朝鲜战场传来的消
息，我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狂轰滥
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常香玉悲愤难
眠，对丈夫陈宪章说：“咱俩是经历了旧
社会的艺人，是新中国使我们挺直了腰
杆。现在美国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扼杀
咱新中国，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得很艰
难，咱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事？”陈宪章说：

“美国就是凭着先进武器才这么猖狂的，
咱就想办法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吧！”一
架喷气式飞机需要旧币 15 亿元（新币约
15万元），作为“香玉剧社”的社长，当时
常香玉手里并没有多少钱。按当时常香
玉演出的标价，即使场场爆满，不吃不喝
也需要唱上 200 多场。性格倔强的常香
玉说：“我们进行义演，有人看戏这不就
有钱了吗？咱们半年不行就一年，一年
不行就两年，不信完不成。”

常香玉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写报告表
达了自己捐献飞机的愿望。西安市委书
记赵伯平、市长方仲如对常香玉的爱国
热情给予热情鼓励与支持，西北局书记
习仲勋充分肯定常香玉的爱国义举。在
习仲勋的主持下，西北局组织由宣传部、
文化部及西北文联等有关方面领导参加
的座谈会，文联主席马健翎介绍了常香
玉的情况。习仲勋总结说：常香玉是来
自人民并深知人民之苦的。人民有恩于
她，她用义演来给灾民募集衣食，是一种
朴素的阶级感情，也是一种爱国行为。
她在解放前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到解
放后又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这在逻
辑上来讲更是必然的。因此，我们要重
视她的爱国行为。她要用义演来捐献一
架战斗机，我们要支持她。事情如果成
功，这在西北、在全国可以说树立了一个
好的榜样。习仲勋又说：这件事情，我要
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争取党中央领
导人的支持。

习仲勋 1913 年 10 月 15 日生于陕西
富平县，1926 年 5 月在县立诚中学高
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8 年 4 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与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49 年 2 月
起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书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
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

会后，习仲勋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
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名干部协助剧
社开展捐献演出工作。习仲勋对常香
玉说：“就用向志愿军赠送战斗机的名
义进行捐献演出吧！”西北局宣传部通
知常香玉，要她把剧团整顿好，做好动
员工作，准备募捐演出。剧社成立了以
常香玉为首的捐献委员会，在全体演职
员中开展“谁是祖国最可爱的人”的学
习讨论，按照业务分为演员、场面、业
务、学生四组，制定爱国公约。演员组
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政治和文化；
接受批评改正错误；遵守团体纪律；爱
护身体，保护嗓子；排演戏认真，不出差
错”。剧社还成立了爱国公约检查委员
会，有四位演员旧社会染上不良嗜好，
解放后虽经多次说服教育也还没有改
掉，自爱国公约执行以后改正了缺点。
思想改造和戏剧改革提高了大家的政
治水平和艺术水平。

陈宪章很快写出了义演的剧本，这
就是后来唱响大江南北，拍成电影的

《花木兰》。常香玉拿出多年的积蓄，卖
掉香玉剧社唯一的一部卡车和自己的
房子，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并宣布剧
社演职员不拿一分钱报酬，义演收入全部
用于为志愿军购买飞机。1951 年 8 月 7
日，常香玉把三个不满 10 岁的孩子送到
托儿所，踏上行程万里的义演募捐演出。
离开西安时，习仲勋亲自到车站送行。

常香玉之所以把义演的首站定在开
封，是因为开封是豫剧的发祥地，她的名
气家喻户晓，剧团一到这里就受到观众
的追捧，不少农民背着粮食去看戏。从 8
月 8 日至 8 月 31 日，剧社在开封共演出
23场 18个剧目。在郑州演出 25场，场场
爆满。剧社一路南下，不停地赶场唱戏，
夜里就住在剧场里，吃咸菜睡地铺。在
武汉连演了 10 场，买不到票的观众就直
接坐在剧场外面听；在广州，听说是为抗
美援朝义演，出租方免掉了场租。中共
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
席叶剑英观看了常香玉的演出，演出后
亲笔题词“爱国艺人”。1952 年 2 月，香

玉剧社圆满完成捐献飞机义演，在半年
时间里行程上万里，演出 180 多场，观众
31.23 万人，义演捐款达 15.2 亿元（旧
币）。演出主要剧目 16个，以《花木兰》演
出场次最多，最受欢迎。常香玉用她独
特的唱腔，把花木兰替父慷慨从军的故
事演绎得热情奔放，动人心弦。

常香玉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战
争的义举感动了众多的人。上海《大公
报》分馆特约记者、开封市新华书店退
休职工巩起恒听说常香玉来开封义演
捐献飞机，立即赶到人民会场采访，虽
然没见到常香玉本人，但从陈宪章的介
绍中，深受感染。他一口气写了五页稿
纸，寄往上海《大公报》。报社编辑有点
犹豫：一位艺人要捐飞机，这事能办到
吗？经过研究，《大公报》1951 年 10 月
12 日的第四版发了一条简讯。毛泽东
主席看到了这条新闻，非常兴奋，对身
旁的新华社首席记者帅鹏吩咐，你马上
给新华社河南分社打电话落实一下，如
果确实无误，要在《人民日报》上大力宣
传。很快，《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文
章《爱国艺人常香玉》，常香玉捐飞机的
事迹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观众被常香玉的爱国热情所感动，掀
起捐钱捐物的热潮。截至1952年5月底，
全国各界人民共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
55650.37 万元（新币），可购战斗机 3710
架。全民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
值达 827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了 77.5%。
几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已超过新
中国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其中粮食产量为
16390万吨，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17.9%；
钢铁产量为135万吨，超过46.2%；棉花产
量为130万吨，超过53.6%。

为了表彰常香玉的壮举，经中央军
委批准，空军特命名一架米格 15 战机为

“香玉剧社号”，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
会会长郭沫若亲笔题写机名。1952 年
11 月 12 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宴
请来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
大会的香玉剧社全体人员，应邀参加宴
会的还有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
长张季纯。常香玉在致词中说：香玉剧
社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是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的支
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英明号
召，以及各地抗美援朝分会的帮助。香
玉剧社全体人员将继续努力，为抗美援
朝和建设新中国而服务。

在完成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后，常
香玉1952年2月载誉回到西安，郭沫若给
常香玉发来贺电。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
部、西北文联举行了庆功大会，中国人民志
愿军、朝鲜人民军到西安访问的将领参加
庆功会，大家高度赞扬常香玉的爱国行为。

为了回顾捐献义演不寻常的历程，
陈宪章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总结，西北
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把总结转呈给习
仲勋。习仲勋审阅了这份材料，在上面
作了“爱国主义的典范”的批示。习仲
勋在办公室亲切会见了常香玉和陈宪
章夫妇，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
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
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

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
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
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
影响。”常香玉回答：“义演捐献是我应
该做的事。我们不能去前线打仗，但是
我们会演戏，只能用这种方式尽到我们
的责任。因为有党和政府以及广大群
众的支持，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
习书记的鼓励。”

习仲勋看过常香玉演出的《花木
兰》、《拷红》，称赞常香玉唱腔好听，吐
字 清 晰 ，夸 奖 常 香 玉 练 出 了 真 功 夫 。
习仲勋又询问常香玉的生活情况和剧
社的现状，嘱咐她有什么困难可以找西
北局宣传部和文化部帮助解决。当时国
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需要解决的问
题很多，作为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习仲勋
日理万机，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十分关心
常香玉，关心一个民间剧团，这种深入实
际、礼贤下士的作风，让常香玉十分感
动。

“谁说女子不如男？”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将军闻听常香玉的感人事迹后，
专门接见了她，紧紧握住她的手说：“常
香玉，你真不简单！”周恩来总理称赞
说：“香玉同志，你很了不起。”1952 年
10 月，观看常香玉演出的《拷红》后，毛
泽东握着她的手说：“你这个香玉了不
起嘛，我应该向你学习。”

“花木兰”奔赴枪林
弹雨的朝鲜战场

当命名为“香玉剧社号”的战机呼
啸在朝鲜战场上空打击侵略者的时候，
艺术家常宝坤赴朝慰问时不幸壮烈牺
牲。常香玉深受触动，向上级提出赴朝
鲜前线慰问的请求。陈宪章解放前曾
在国民党三青团工作过，具体到赴朝慰
问演出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能否随团
赴朝，有关方面领导颇感为难，几经反
复，还是不同意陈宪章赴朝。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常香玉想不
通，1953 年 3 月 16 日忍不住给文化部副
部长周扬写了一封信：“我的爱人陈宪
章曾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在反动派三青
团做过三年工作，我们结婚后他就脱离
了。我爱新中国，我爱共产党和毛主
席，当然他应该向政府把历史彻底交代
清楚，为此他不去，我当然毫无意见。
不过领导上在事前并不是这样谈的，说
是为了修建香玉剧院，说是建筑很重要
不叫他去，而我总认为朝鲜的工作是重
要的。自香玉剧社成立以来，全部的工
作都是他领导。我是社长，他是副社
长，但我是只演戏不做其他工作的。赴
朝慰问我认为是我最具体的爱国表现，
更是一件大事，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宪章又确实是我一个最得力的助手：我
的工作靠他安排，我的生活由他护理，
我的学习由他帮助，我的讲话稿和所发
表的文字又都是靠他写的，所以从剧社
工作上他是执行副社长，从我个人的工
作上他是我的助手。”“我思想上很不
明白：因为第一次在西北决定赴朝时，

剧社只有五个人，是包括宪章在内，宪
章并曾主动提出了他的历史问题，领导
上仍是决定他去。第二次在北京会演
时，决定去四十三个人赴朝，又决定他
去的，没有什么问题。在政务院给毛主
席演出时，宪章也曾主动提出来他的历
史问题，经西北的干部和政务院保卫机
构联系，仍决定叫宪章领着去演出，这
些都没有问题。但这一次不叫宪章去，
我无法想明白这个问题。”

周扬收到常香玉的信后，请文化部
和公安部协商，1953 年 3 月 22 日将常香
玉的信转给习仲勋，并写上了自己的意
见：“仲勋同志：常香玉来信，请阅。关
于她爱人去朝鲜的问题，已商得中央公
安 部 同 意 ，允 许 他 去 ，并 已 电 话 告 西
北。特告。”最后，身兼中宣部部长和西
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拍板批准香玉剧社
编入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
团（西北大区慰问团），常香玉任副团
长，陈宪章担任豫剧队队长。毛主席要
求志愿军部队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爱护常香玉的嗓子，要像照顾自己的
亲人一样照顾好常香玉的饮食起居。

常香玉和“香玉剧社”开始了长达半
年的战地慰问演出，常香玉和将士们一
样爬冰卧雪，上前沿阵地、钻坑道、进病
房，在枪林弹雨中马不停蹄。在上甘岭前
线一次演出时，敌机突然空袭，炸弹就撂
在附近，剧场上面土往下掉。常香玉表
示，戏不能停，还得往下演。外面吹起哨
子，防空枪咔咔打着，汽灯也灭了，志愿军
战士打开手电筒对着舞台。一场戏演下
来，常香玉饰演的花木兰在舞台上活捉番
王，志愿军将士站起来欢呼：向花木兰学
习！向常香玉学习！常香玉后来回忆说：

“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我跟志愿军将士
们吃住在一块，朝夕相处，一起出生入死，
耳闻目睹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常常
是我在台上边哭边唱，将士们在台下哭声
一片。”

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常香玉依然情
系人民子弟兵，她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
演出 3 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
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边陲，都留下了
她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她慷慨激
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常香玉几十
年如一日，坚持送戏到田埂、矿井和部
队，观众最爱听她演唱《花木兰》。

1951 年秋，毛泽东提议习仲勋担任
中宣部部长，1952 年 9 月，习仲勋正式
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
化教育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书记。调
任中宣部部长后，习仲勋主持制定了

“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
前进”的 16 字方针，指导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文教工作，团结了大批的艺术家。
1956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9 年 4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
的直接领导下，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
规章、制度、条例，工作兢兢业业，尽职
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习仲勋在主管中央宣传部和政务
院文教委工作期间，同戏剧界的艺术家
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京剧以及豫剧等

地方剧种产生了浓厚兴趣。1952 年 10
月 6 日至 11 月 14 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
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戏曲界有
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交流活动。在观摩
演出之前，由各大区文化主管部门举行
会演，再选出剧目向北京推荐。参加会
演的有京剧、评剧、豫剧、秦腔、昆剧等
23 个剧种的 37 个剧团、1600 多名演职
员，共演出 82 个剧目。为推动戏曲艺术
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大会对参演的剧
目、演员及有关艺术创作人员进行了奖
励，常香玉主演的豫剧《花木兰》荣获演
出奖二等奖。在获得全国荣誉奖的 7 人
中，梅兰芳 58 岁，程砚秋 48 岁，周信芳
57 岁，盖叫天 64 岁，王瑶卿更是 71 岁高
龄，而袁雪芬 30 岁，常香玉才 29 岁。毛
泽东主席为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题
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香玉剧社
在北京会演的剧目是从西北被推荐进
京的《花木兰》，习仲勋对常香玉率团进
京演出给予热情支持。自此以后，常香
玉成了豫剧界的领军人物。

1955年，河南豫剧院成立，应河南省
委省政府邀请，香玉剧社由西安迁回郑
州，与河南当地剧团共同组建河南豫剧
院，由常香玉担任院长。在当时全国 17
个重点剧院中，河南豫剧院就是其中之
一，标志着豫剧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盛开在戏曲百花园
中的豫剧之花

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
会上借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
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关
键时刻，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提出，不能
把习仲勋定为“敌我矛盾”，他还是我们的
同志。可以把习仲勋安排到中央党校附
近，找个安静的房子，让他住在那里学
习，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在“文化
大革命”中，习仲勋受到残酷迫害。在被
审查、关押、监护长达 10 多年的时间里，
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艺术家受
到迫害，常香玉也未能幸免。1966 年 6
月 6 日，常香玉被批斗。此后，她长期被
批斗、关押，就连父亲去世都未能见上
最后一面。造反派给常香玉捏造了“三
反分子”、“反革命”、“大地主”、“大资本
家”、“大戏霸”、“中统特务”等罪名。常
香玉曾经从早上 6 点开始被批斗，一直
到次日凌晨 2 点多，站那儿不吃不喝，最
后昏死过去，医生打针才抢救过来。但
常香玉心中有一个信条，那就是戏比天
大，自己只要活着就不能没有戏。

粉碎“四人帮”后，各地纷纷安排布
置各种演出庆祝粉碎“四人帮”。郭沫
若发表了传诵一时的词作《水调歌头·
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粉碎‘四
人帮’”，在陈宪章的提议下，常香玉把
这首词谱成豫剧曲调，四处传唱。1977
年元旦，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
身）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迎新
春庆胜利”演唱会上，常香玉再次演唱
了这首词，获得极大的反响。郭沫若看

到这场演出之后，感到十分满意，写信
称赞：真没想到，用豫剧的曲调唱这首
词效果会这么好，这是其他任何曲谱都
不可能达到的效果。 1977 年 12 月 27
日，常香玉调任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

1978 年 2 月中旬，在叶剑英和胡耀
邦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中共中央办公
厅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指定由一位
省委书记负责，速将在洛阳的习仲勋接
回省委，护送进京。河南省委迅即派人
于当天晚上赶赴洛阳，2 月 22 日，习仲
勋乘坐火车离开洛阳到达郑州，当晚住
在中州宾馆。同样尚未完全“解放”的
常香玉特地去看望他，常香玉对习仲勋
说：你在洛阳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受了
许多委屈，一定很累吧，身体还好吧？
习仲勋说：累算啥，下去锻炼锻炼有好
处。身体很好，每天早上跑 15 里，还能
工作。他还问起常香玉在“文化大革
命”中的遭遇。常香玉说：在西华农场
住了三年，学到不少本领，知道怎样给苹
果树剪枝，知道怎样才能让它挂果，用架
子车拉土运粪，用巧劲儿才能一下子倒
净。通过劳动锻炼，才真正知道一粥一
饭来之不易。常香玉表示自己还能演
戏，每天都在坚持练功。习仲勋鼓励她：
这很好，练功要坚持，艺术要提高，总的
来说，要不断前进，要向前看。1979 年 3
月 14 日，中共河南省委正式为常香玉平
反，因她遭受迫害而受到株连的亲属、干
部及文艺工作者也一律平反。

1978 年 3 月，习仲勋被选为第五届
全国政协常委，1978 年 4 月后历任中共
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
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
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
中央委员。1980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
反的通知》，习仲勋 1980 年 9 月被补选
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委员长，后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
1982 年 9 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
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 年 4
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关注
着常香玉的艺术事业。1982年 1月 13日
至 3 月 14 日，常香玉和郑州市豫剧团进
京演出《花木兰》和陈宪章编写的现代戏

《柳河湾》。为了培养青年演员，花木兰
由常香玉和她的学生虎美玲、王希玲三
人共同承担完成。一天，习仲勋到剧场
看戏，因多年没有看常香玉演戏，当时没
有认出来。剧终后，当随行人员告诉他
最后扮演花木兰的是常香玉时，习仲勋
立即来到后台向常香玉和学生们表示祝
贺。常香玉每次去北京开会，都会去看
望习仲勋，习仲勋和夫人齐心都要留常
香玉一起吃饭。1990 年，河南人民广播
电台庆祝建台 40 周年，邀请首都著名艺
术家到郑州参加演出，其中就有习仲勋
的儿媳彭丽媛。习仲勋专门交代彭丽媛
代他去看望常香玉，尽管排练、演出、参
加社会活动，日程安排得很满，彭丽媛还
是挤出时间，带着礼物来到常香玉的家
中看望，令常香玉感动不已。

20 世纪 90 年代，有关部门约常香
玉写一篇纪念习仲勋的文章，常香玉回
想起在习仲勋关怀下成长的历程，感慨
道：“四十多年前，我有幸认识了习仲
勋。此后数十年间，我们经常有所交
往，他对演员的爱护、对艺术的重视，他
那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平易近人的作
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斗
转星移，韶华易逝，转眼之间，习仲勋已
进入八十多岁高龄，已在革命道路上驰
骋了七十多个春秋。数十年间，我得到
了他给予的许多教诲，获得了他多次的
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在这里不能一一
尽述。这些都使我铭记在心，难以忘
记。我体会到，习仲勋对我的鼓励和关
怀，绝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体现了党和
政府对人才的重视，对戏剧事业的重
视。”

常香玉曾被选为第一、二、三、五、
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中
国文联荣誉委员，曾担任中国戏剧家
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
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
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河南省文化厅
顾问等职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文化
部荣誉奖、中国文联优秀工作者等称
号。习仲勋会见常香玉时，曾提出要
她写一部回忆录，拍一部电视剧，于是
就有了《戏比天大》一书和电视连续剧

《常香玉》。
2004 年 7 月 7 日，国务院作出《关于

追授常香玉同志“人民艺术家”荣誉称
号的决定》，文件说：“常香玉同志是我
国著名豫剧大师。在 70 多年的艺术实
践中，她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创立了独
树一帜的常派艺术。她先后在《花木
兰》、《白蛇传》、《拷红》、《破洪洲》、《五
世请缨》和《朝阳沟》等剧中，成功地塑
造了一系列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深受
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常香玉同志对
民族戏曲艺术充满着炽热的情感，始终
履行自己提出的‘戏比天大’的诺言，
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民族戏曲事
业。”“常香玉同志对党、对人民怀有深
厚的感情，凡是党的号召、人民的需要
她都竭尽全力。她的一生是献身艺术
的一生，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的一生。
国务院号召全国广大艺术工作者以常
香玉同志为榜样，热爱祖国，热爱中国
共产党，热爱人民；学习她对艺术精益
求精、勇于创新的艺术品格；学习她德
艺双馨、无私奉献的品质和崇高精神，
为繁荣和发展我国艺术事业做出更大
的贡献。”③12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常香玉在朝鲜战场与志愿军女战士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