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说女子不如男"# 常香玉以一出

豫剧$花木兰%风靡艺坛#家喻户晓&

戏比天大& 从艺
!"

多年#她曾舞过

白素贞的宝剑#握过花木兰的长枪#把对

艺术永无止境的追求当作了自己生命的

全部# 使一个乡间小剧种成为中国地方

大剧种#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

而且走出了国门 # 拥有亿万观众和戏

迷&

德艺双馨&

#""$

年
%

月
&

日#她永远

离开了梨园艺坛# 但作为一位人民艺术

家#从义演捐献飞机到投身公益事业#再

到筹资设立!香玉杯"奖掖豫剧后人#她

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和演戏先做好人的

艺德#永远馨香扑面&

戏比天大 艺无止境

上世纪
'(

年代末的开封#一所小学

校包场演戏# 戏台上一个小姑娘表演耍

枪& 突然#枪被她一脚踢到台下#顿时引

起一片惊叫# 前几排的观众吓得缩脖子

捂脑袋#后排的观众齐刷刷站了起来& 一

个小学生捂着脑袋哭道(!头被砸了个疙

瘩& "

事后#小姑娘的父亲说(!孩子#祖师

爷说过#上了台#戏比天大& 哪怕天塌下

来# 也要把戏唱好# 不能有一丝一毫马

虎& "

这个小姑娘就是常香玉 #!戏比天

大"四个字从此深深烙在她的脑海里&

常香玉原名张妙玲#

&)#'

年出生在

河南巩义一个贫苦家庭# 为了不当童养

媳#

)

岁起随父学艺#

&(

岁登台& 为了做

到高音不刺耳#低音听得清#常香玉每天

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练#终于练就!吐字

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绝功#直到今天#

戏迷们仍然称道她的道白(不用看字幕#

能听得清清楚楚&

常香玉博采众家之长# 集豫剧之大

成#把豫东'豫西'祥符'沙河'高调等豫

剧声腔特点熔于一炉# 而且广泛采撷了

河南曲剧'越调和京剧'昆剧'河北梆子

及河南坠子等剧种和曲艺的声腔技巧#

形成了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常派艺术&

为了让戏!顺民心#反映时代"#常香

玉和丈夫陈宪章一起# 在改造传统题材

的同时#创新演绎现代戏& $拷红%'$白蛇

传%'$大祭桩%'$花木兰%'$破洪州%))

这些传统剧目的改编# 使历史与时代产

生共鸣#成为常派艺术的传世之作& $朝

阳沟%'$李双双%'$红灯记% ))来源于

生活#服务于人民#这些现代戏的探索#

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让常派艺术

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正是凭着对豫剧艺术的执著追求 #

常香玉才成为现代豫剧的一代宗师&

慷慨解囊 为国捐献

常香玉平时生活很简朴( 那座不起

眼的小平房#一住就是
&!

个年头#刷的

是白粉墙#铺的是水泥地#用的三斗桌'

书柜是当年单位发的& 常香玉一辈子很

少穿新衣服#衣服总是补了又补& 离开人

世时# 她穿的仍是平生最喜欢的一套旧

衣服(上世纪
!(

年代丈夫陈宪章亲自为

她挑选的那套演出服# 洗得发白的玫瑰

红衬衣'黑礼服呢上装&

就是这样一个省吃俭用的人# 却率

领剧社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捐献了一架

米格
&*

飞机&

&)*&

年夏#全国上下掀起

抗美援朝的热潮# 作为新中国一名艺术

工作者#常香玉日夜睡不着(国家有难#

我能做点啥* 想来想去#迸出这样一个念

头(义演#捐飞机& 她卖掉了剧社的运输

卡车#取下金戒指#并拿出多年积蓄#作

为捐献义演的基金& 开封'郑州'新乡'武

汉'广州))半年时间内义演
&+(

多场&

为了节省开支#常香玉和
+(

多个香玉剧

社演职员住在剧场里# 吃的菜是绿豆芽

和凉拌黄瓜& 生活虽苦# 没有一个人吭

声& 最后义演捐款金额达到了当时的

&*!#

亿元# 超额完成了捐献一架战斗机

的任务& 这件事#极大地鼓舞着当时全国

军民的爱国心 # 也将豫剧推广到了全

国&

捐飞机的壮举仅是常香玉一生中

!捐赠"的开始& 始终伴随着她演艺生涯

的有一件事#那就是义演& 常香玉一生为

灾民筹粮#为小学'中学集资#到底有过

多少次义演#恐怕谁也无法说清& 常香玉

家乡的一条河#经常泛滥#当时的国民党

政府不闻不问&

&)$(

年她在洛阳连场义

演#修起了一座石坝+++香玉坝&

对于常香玉个人生活来说#金钱似

乎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工资定级时#她可

以拿到
+((

元钱一个月# 文艺界她第一

个站出来#主动要求减薪&

&)*)

年
*

月
$

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常香玉

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

平反后# 她将补发的
&

万多元工资全部

交了党费&

即使到了上世纪
)(

年代#常香玉已

过花甲之年# 但她热衷公益事业的心也

丝毫未减&

&))+

年初#为唤起社会各界对

下岗职工的关爱#

!*

岁高龄的她携家人

和弟子在河南人民剧院登台义演# 所得

的
%

万多元的票房收入全部捐给了 !河

南省送温暖工程基金会"&

#(('

年
$

月#

非典肆虐中国#老人又一次慷慨解囊#从

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
&

万元钱捐献出

来#用于农村非典防治工作&

#(($

年
'

月#常香玉住进河南省人

民医院#面对疾病'面对死神#她始终保

持着微笑和坚强& 领导探望她# 她反复

说(!不要在我身上花费太多了& "

戏为人民 德艺双馨

亲身感受到旧社会!戏子"地位的低

下# 新中国刚成立就被选为妇女代表的

常香玉感慨万分# 她始终对同行热情相

助#对观众满怀激情#与人民共同脉动#

用自己的艺术人生践行着德艺双馨&

为了报答党和人民的厚爱# 香玉剧

社的演出一直坚持!三三三制"(三个月

在农村#三个月在工矿#三个月在部队#

为最基层的观众巡回演出&

&)*'

年捐献!香玉剧社号"飞机的义

演后#她又带领着豫剧队#冒着炮火深入

到朝鲜战场的最前线#慰问志愿军&

&)%(

年最困难时期# 豫剧团下放到商丘的王

坟大队#每天除了挖山芋'摘棉花'拾野

菜#还给当地农民演出& 为了让农民看到

他们最爱看的武戏# 每天傍晚村头戏台

准时出演!花木兰"#精彩的筋斗戏让当

地群众一直念念不忘&

到了上世纪
+(

年代#常香玉已经离

开舞台成为剧团的管理者# 但每次带队

下乡到基层# 面对普通的老百姓她都是

有求必应#给谁都唱& 有一回在陕西一个

边远县演出结束后# 一位捡垃圾的老人

拦住常香玉说(!常老师# 这么多年一直

是从收音机里听您唱# 想亲耳听您唱两

句& "常香玉当场就停下来#为她清唱一

段$红娘%&

只要是为人民而演# 哪怕是病入膏

肓#她都要拖着病躯赶去&

#(('

年
&#

月

#'

日#

+(

岁的常香玉正身患癌症在北京

住院& 当得知奥林匹克中心工地有一场

专门慰问河南民工的演出时# 她拔掉输

液管# 戴上发套遮掩住化疗后稀疏的头

发#在家人的搀扶下登上舞台#清唱了一

段$柳河湾%#这成为她一生舞台生涯的

绝唱&

她无愧于!人民艺术家"这一光荣称

号&

我省已故著名诗人王怀让曾以 $一

块常香的玉% 写下了一首满怀深情的诗

歌缅怀常香玉#诗中写道(你是河南的青

山绿水打磨出来的玉#一块常香的玉&

!

本报记者 冻凤秋

常香玉!

戏比天大

常香玉!

&)#'

"

#(($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曾任河
南省豫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她吸收多种艺
术精粹独创新腔$创立豫剧'常派(艺术& 她的演唱热情奔
放$刚柔并济$表演刚健清新%优美大方$达到了很高的美
学境界和艺术造诣&代表剧目有)拷红*%)白蛇传*%)花木
兰*等&

&)*&

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她率领香玉剧社巡回义
演$以全部收入捐献'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 她是第一
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逝世后国务院追授她'人民艺术
家(荣誉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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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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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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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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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兰"剧照 在工地上为农民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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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来贺# 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

刘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农工商总

公司经理& 他
!'

年的人生历程中#当了

*(

年的村支书# 以高尚品格和光辉业绩

矗立了一座丰碑#成为村支书的榜样#成

为当代农民的典范# 成为河南人民的骄

傲&

史来贺自
"#$%

年
"%

月起担任刘庄

村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

刘庄自
"#&'

年起成为全国农村先进典

型& 作为刘庄带头人#也作为全国民兵英

雄'全国植棉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

国优秀领导干部#史来贺受到了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任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多次接见#

"#$%

年起
"&

次进京

参加国庆观礼#当选中共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大代表#当选三'五'六'七'八'九'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担任五'六'七'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史来贺与雷锋'焦裕

禄'王进喜'钱学森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

部誉为 !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

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半个世纪之中# 原来齐头并肩的农

村先进典型#一时有人飞黄腾达#一时有

人黯淡寂灭# 一时有人饮罪落马))而

史来贺成为一个善始善终的楷模& 他以

和平年代里的一贯先进而著称# 以乡村

常态下的强韧奋进而享誉#直至为
()

岁

的人生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一个人#一个村庄#

"!$

平方公里#

$*

年+++史来贺这个典型的最大特点是坚

持# 在一个点上的无限坚持& 史来贺明

白#在中国农村现代化大棋盘上#刘庄的

使命# 是要锳出一条依靠集体' 全面发

展'共同富裕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

国家领导人几乎每年都亲临视察# 世界

"$*

多个国家和国内各地的参观者络绎

不绝#刘庄承受着重托和瞩望& 史来贺一

眼看到底(!如果农民一直过不上幸福生

活#那就是咱共产党员没本事, "

"#)*

年
(

月出生于赤贫之家的他#

从小饱受地主欺凌'土匪劫掠和涝旱盐

碱灾害# 曾眼睁睁看着亲人病饿而死#

自己也两次无钱治病差点夭亡& 因此#

他一辈子情有独钟 # 就是怜惜穷苦百

姓& 他之所以对共产党忠诚不渝#是因

为共产党为穷苦大众谋利益 -他之所以

为穷苦大众彻底献身# 是为了让老百姓

说共产党好&

刘庄人说(!在咱村#是集体致富#不

漏一家& 全村每户人家#老史谁也不让过

不去#谁家日子不能过了#他都过去拉一

把& 特别是对困难户#格外看得重#恐怕

他们过不好& "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以史来贺和两个儿子的才能#单

干完全可能成为富翁# 但他说(!个人富

了#大多数人还穷#吃饭不香#躺在床上

也睡不好觉呀& 集体搞好了#群众富了#

个人也就富在其中了& "

史来贺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三个关

系(一是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

的关系#二是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

的关系#三是有主心骨与不断创新的关

系& 在!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

土草房#糠菜半年粮"的家底上#史来贺

带领干部社员大干苦干#

&*

年代末成为

全国最早一批解决温饱的先进村-又发

展集体工副业#办起畜牧场'机械厂'食

品厂'奶粉厂'造纸厂#盖起社员集体新

村#

+*

年代初成为实现小康的 !中原首

富"-

"#+$

年以后#更是在全省乡镇中率

先兴办高新技术产业#以医药工业为龙

头的集体经济兴旺发展& 到史来贺去世

前的
%**%

年#

)$$

户
"&"&

人的刘庄#固

定资产达
#,"

亿元#年总产值
+!+

亿元#

年纳税
-$%#

万元# 人均纳税
%!+

万元&

刘庄人均年收入
($**

元 # 除了年终分

红和每月奖金# 还享受住房' 医疗'上

学 '入托 '用水 '用电 '理发 '洗澡 '看戏

看电影等集体福利-每月老人
%**

元退

休金 '孩子
%*

元补贴 #还分配面 '油 '

煤 '粉条 '豆腐 '瓜果 #每天两次供应鲜

奶#每
$

天分一次鲜肉-户均存款
%*

万

元以上 #家家有空调 '冰箱 '洗衣机 '彩

电'摩托车&

"#(&

年#史来贺带领男女老

少义务奋战
&

年#建起了几十排共
"-**

多间双层红楼#这个农民集体新村轰动

四方#成了刘庄的象征& 进入新世纪后#

刘庄又盖起了农民集体别墅新村#每户

)

层#还有地下室和车库#户均
-(%

平方

米# 人均
"%*

平方米# 共有
+

室
-

厅
%

厨
)

卫#集中供暖供气#并配备宽带网'

闭路电视等& 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

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识

化'生活城市化&

在刘庄
#**

亩工业园区里# 史来贺

已经是一位成熟的企业家& 选择生物工

程#兴办华星药厂#是他的一大手笔& 一

支年轻的刘庄!自家军"#成为实力雄厚

的技术核心骨干#

"(*

人拥有了中级以上

技术职称#

+*.

的工程设计都由史来贺的

长子'厂长史世领和伙伴们亲手完成& 华

星药厂进入全国医药销售排行前百名#

年产值占到了刘庄年总产值的
+*.

以

上&

跟随史来贺近
%*

年的村党委副书

记刘名宣总结说(!老书记的一生# 对工

作忘我#对群众痴情& "史来贺对刘庄人

好#是因为连心连肝连肉连骨的亲情& 他

多年养成习惯#每夜入睡之前#都要对全

村
)**

多户逐个!过电影"#各家日子的

好好歹歹都装在心里& 他一生不唯官#不

唯上#唯独怕群众& 怕什么* 怕群众与他

疏远生分& 每天下班#随便往路边哪儿一

坐#村中的男女老幼就漫拥而来#围在身

边说说笑笑#这是他的幸福时光& 他是为

刘庄人民而活的# 这就是他的一种生存

意义#一种生存意志&

史来贺说(!农村工作#说难也不难#

说复杂也不复杂#一个公#一个严#事情

就好办& "他
"#&$

年曾任新乡县委副书

记#

"#((

年曾任新乡地委书记# 但不堪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他回到刘庄永远

当起了!村官"& 他的勤政#他的廉洁#常

常到了令人觉得过分的地步& 在连续担

任全国人大代表的
)*

年里#他曾就农业

基础建设'农产品价格'农业投入'农民

负担等向全国人大会议提交议案& 去世

前几个月# 还冒着风寒走访了原阳'获

嘉'新乡
)

县
&*

多个村庄#了解村民直

选和村级组织建设状况))但是# 历年

与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他都珍藏于箱底#

一张也不往家里墙上挂(!甭拿那吓唬老

百姓#无用#还是多干些实事'好事& "并

与家人约法三章(一不比群众特殊#二不

占集体便宜#三不收礼送礼& 并且教育子

女!夹着尾巴做人"& 他
"#&$

年开始在新

乡县委领工资&

"#(+

年以前#工资高于村

民平均收入#他向村里交了工资拿工分-

后来#村民平均收入高于工资#他又交回

工分拿工资& 连刘庄退休国家干部'教师

都享受的十几种免费福利#他也不要& 每

年七里营镇表彰先进时发给他的奖金#

也都上交给了村里&

史来贺作为飘扬
*(

年的一面旗帜#

影响了河南乃至全国几代农村干部和

党员 # 他多次应邀到全国各地演讲当

好农村基层干部的体会 # 并在人民日

报发表文章 $怎样当好农村党支部书

记%& 在他的带动下#新乡市出现了农村

先进典型群体#!史来贺式的村支书"就

有
)*

多个&

史来贺去世以后# 刘庄
"")

名党员

直选出了新一届村党委班子# 史世领以

全票当选村党委书记& 刘庄正在继续沿

着集体经济和现代化发展之路奋进&

大地无言#丰碑不朽
,

史来贺永垂青

史,

史来贺!

村支书的好榜样

!

本报记者 王 钢

史来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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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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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
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自

"#$%

年
"%

月起当了
($

年村
支书& 作为全国民兵英雄%全国植棉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优秀领导干部$

他受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曾当选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当选三%

五%六%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担任五%六%七%八
届全国人大常委& 史来贺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建国以来
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

!

史来贺同志生前在农田里劳动#

刘庄村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