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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深夜，蓝光临的
女儿蓝曦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这两年父
亲就在医院进出很多次
了，身体状况愈发不好，

“从昨天（14日）晚状态就
很差，排尿很不好。食欲也
很差，有时候连喝水都要
被呛到。”住院这段时间，
除了家人，蓝光临不愿意
告诉其他人，他大多数时
候想一个人安静地躺着。

“爸走的时候很安详，看上
去就像睡着了一样。”

在蓝光临的儿女们
看来，父亲的离世，是没
有带着遗憾的。“四世同
堂，还有一个相濡以沫多
年的爱人。更重要的是，
他写了二十多年的书《白
塔秋枫》终于定稿，他前
两天还戴着眼镜看了样
书，非常激动。”蓝曦所提
及的这本《白塔秋枫》，是
蓝光临艺术生涯的回顾。

今年的6、7月份，应
该是蓝光临最后的快乐
日子，因为远在国外的亲
人都回到成都。“那段时
间大家住在一起，每天有
说有笑。有半个月，我爸
坚持每天在过道走一千
多步，精神特别好。他特
别喜欢去茶馆，照顾他的
保姆就推着他去茶馆，很
高兴。”蓝曦感叹道。

女儿蓝曦：
住院也不愿告诉别人
父亲走的时候很安详

《白塔秋枫》是蓝光临艺术
生涯的回顾

“克勤克俭辛劳一世，慈父
慈心养育儿孙，音容宛在。”国
家一级演员、享誉海内外的川
剧大师、成都市川剧研究院著
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蓝
光临12月15日晚因病去世后，
引发了整个川剧届的关注。

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采访时，蓝光临女儿蓝曦表
示，父亲走得很安详。“他写了二十
多年的书《白塔秋枫——蓝光临艺
术生涯》定稿，他前两天还戴着眼
镜看了样书，非常激动。这也算是
他最后的一个心愿吧。”据悉，蓝光
临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2月19日上
午在成都举行。

四川信托
爱心不停步 用心撑起一片晴空

作为西部地区金融标杆企业之一作为西部地区金融标杆企业之一，，四川信托在朝着四川信托在朝着““国内一国内一
流资产管理机构流资产管理机构””的目标稳步奋进的同时的目标稳步奋进的同时，，积极践行着公益慈善积极践行着公益慈善。。

今年今年1111月月，“，“川信川信··乌兰布和生态保护慈善信托乌兰布和生态保护慈善信托””发起成立发起成立，，这这
是四川信托发起设立的首单环境保护类慈善信托是四川信托发起设立的首单环境保护类慈善信托，，四川信托认养四川信托认养
2222..55亩林地亩林地，，将爱与希望播种在万里黄沙之中将爱与希望播种在万里黄沙之中。。

乌兰布和沙漠，在蒙语里是红
色的公牛之意，这是中国最年轻的
沙漠，有着暴虐和狂躁性格，这里拥
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
上风光，这里也是植被退化、物种稀
少、沙尘暴频发的人迹罕至之地。西
沙东移带来流沙埋路、恶沙进城、沙
淤黄河等自然灾害频繁，它是东部
沙漠化扩大的危害发源地，极大损
害了东部生态系统。

2002年以来，阿拉善生态基金
会进行了大规模沙漠治理，基本实
现了对大面积流沙的锁定，治沙绿
化的成果亦初见成效。作为一家拥
有慈善情怀的金融机构，四川信托
积极投身到了这一生态保护行动
中，于2018年11月发起成立公司首
单环境保护类慈善信托——川信·
乌兰布和生态保护慈善信托。

11月16日，四川信托志愿者远

赴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敖伦布拉格，
参与由阿拉善基金会组织的乌兰布
和公益纪念林秋季植树活动，通过

“川信·乌兰布和生态保护慈善信
托”认养22.5亩林地，将爱与希望播
种在万里黄沙之中。

乌兰布和沙漠苍茫而辽阔，飘
扬的驼铃悠扬且清脆，唤醒了戈壁
沙滩的沉默，也助燃了志愿者们心
中的爱与热情。

事实上，四川信托在爱心长跑
的路上从来不曾停步。2013年雅安
芦山发生地震后，信托业协会以
1885万行业救灾捐赠款为初始资
金，委托四川信托发起设立“中国信
托业协会公益慈善定向捐赠信托计
划”，并于2014年起连续五年累计投
入了1300余万元作为贫困助学金，
为数千名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近年来，四川信托始终坚持以
服务社会为己任，充分发挥信托功

能与制度优势，积极推动社会公益
事业的模式创新，先后与四川省、成
都市慈善总会发起设立锦绣慈善基
金、帮基金，搭建金融援助和公益救
助平台，并陆续推出“锦绣未来慈善
信托”、“帮一帮慈善信托”、“尊悦豪
生慈善信托1号、2号”、“中民慈善信
托”、“临洮定向扶贫慈善信托”等与
公益事业深度结合的信托产品，将
信托价值深入到社会事业领域，进
一步增强了社会慈善资源对慈善信

托的理解，激发和调动了社会各界
力量对慈善信托参与扶贫济困工作
的支持和投入，积极发挥了慈善信
托这种新型资产管理模式在促进慈
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自2016年9月1日《慈善法》颁布
以来，四川信托已成立7单慈善信
托，其中6单已完成备案，稳居行业
前列。2018年9月5日，四川省慈善总
会授予四川信托“百企扶贫”突出贡
献单位称号。

2017年，四川信托在康巴高原
插上“帮信托”的慈善大旗，为康定
量身定制的“贫困家庭收入增长奖
励计划”及“青少年教育促进计划”
在海拔3700米的康定市瓦泽乡水桥
村正式启动。一年来，四川信托通过
教育捐赠、贫困户帮扶、金融咨询宣
传、人才支持等方式共投入37.8万
元，对88名水桥村在校学生，20户水
桥贫困家庭进行奖励，变“输血式扶
贫”为“造血式扶贫”。

2018年，公司以“帮信托”为平
台，再次投入资金38.4万元，持续开
展“两个计划”，有效激励在校学生

自发成才和贫困户家庭劳动脱贫的
内生动力，引导他们树立信心，通过
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帮助，克服眼
前的困难，早日脱贫。

“暖冬行动”是川信志愿者自
2014年起自发组织的以关爱儿童为
主题的公益慈善活动，截至目前已
连续开展了五年，历时1825天，行程
40000多公里，援助了7所高海拔地
区的数千名学生。2017年起，暖冬行
动小组与成都市儿童福利院建立了
志愿者服务长效机制，两年来开展
了陪伴福利院儿童走进科技馆、参
观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感受现代

化交通等丰富多彩的志愿者活动。
四 川 信 托 坚 持 以 市 场 为 导

向 、以 风 险 控 制 为 核 心 、以 稳 健
发 展 为 基 础 、以 创 新 研 发 为 动
力，继往开来，在朝着“国内一流
资产管理机构”的目标稳步奋进
的同时，积极履行作为企业公民
的社会责任。

四川信托负责人表示，“我们将
坚持在公益旅程上走下去，用特别
的爱为特别需要帮助的人们撑起一
片晴空，用心给他们的行途点上一
盏明灯，尽自己所能让生活在同一
片蓝天下的他们幸福而满足。”

设立信托保护环境

爱心长跑不停步

用心撑起一片晴空

去世前看到《白塔秋枫》样书，
达成最后心愿

蓝光临遗体告别仪式将于19日上午在成都举行

家人家人、、徒弟追忆川剧大师蓝光临徒弟追忆川剧大师蓝光临：：

“太突然了，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老师这两年
身体是很虚弱，但是他神智非常清新，经常给我
们说戏。”蓝光临的弟子、著名川剧演员王超红着
眼睛告诉记者，身旁他的师兄郑洪，早已泪眼婆
娑。“我昨天才从重庆演出回来，今晚（15日）师娘
给我打电话，说师父走了，我当时就愣在原地。后
来才晓得师父已经住院八九天，怎么不早点告诉
我们啊，连见师父最后一面都没有赶上。”

王超告诉记者，这个月4日他才去师父家里，
师父还惦记着川剧。“四川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抢救记录工程’专门针对老师的川剧艺术，启动
了‘抢救性记录’工作。针对其艺术经历、代表剧
目、传承教学等展开记录。师父一直说要先把这
个录了，能让更多喜爱川剧的人能用得上。”

忆忆// 恩恩// 师师

“1986年，蓝老师带我唱《石怀玉惊梦》，那时
候我才18岁，时间真的太快了。川剧失去了蓝老
师，就真的失去了传统的好戏，也是川剧最大的
一个损失。”谈到蓝光临，陈巧茹说他是自己最敬
佩的老艺术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年轻演员地
培养。蓝光临已经是一个大名家的时候，看过陈
巧茹的演出，那个时候陈巧茹还是一个黄毛丫
头，跟着张光茹老师演出《打神》，看完演出后他
说这个孩子的培养前途很大。

“接下来他又教了我很多，在我还是临时工
的时候，他点名让我跟他唱《石怀玉惊梦》。当时
都是论资排辈，我前面还有很多老师、师姐，都应
该先轮到她们去演，但他点名让我跟他配《石怀
玉惊梦》。那个时候跟他演出都很害怕，感觉我跟
他配戏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印象最深刻也是最
感激他的。”陈巧茹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胡楠

著名川剧演员王超：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啊，连见
师父最后一面都没有赶上”

遗
憾

著名川剧演员陈巧茹：
“那年我才18岁，他点名让我跟
他唱《石怀玉惊梦》”

感
恩

成都面向全球征集的“天府之
歌”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此次
活动为弘扬中华文明，歌唱大美四
川，传播天府文化，希望打造一张

“四川的CD”。通过线上投稿、网友
投票与专家评选相结合，经过层层
选拔，选出10首有生活温度、文化厚
度、思想高度的作品入选这张“四川
的CD”。

集合了中国风、摇滚等元素

作为“国宝”——大熊猫自然成
为众多音乐人创作的灵感，这不，

“葫芦童声”便打造了一首《熊猫》，
集合了中国风、摇滚等元素，把熊猫
的憨态可掬、孩子们的活泼可爱以
及中国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融合
在一起，刻画了一个厚德重道、大智
若愚的熊猫形象，借纯真、灵动的童
声把熊猫这一象征和平、智慧的中
国文化符号传递出来。

“这是我的故乡，我最了解这
里，我又是做音乐的，知道哪些元素
用起来比较打动人。熊猫是在国际
上都很有特色的一张名片，把它作
为‘天府之歌’的作品也是非常合
适的。”在三圣花乡的排练现场，

《熊猫》这首歌的创作人、“葫芦童
声”的主创谭淇尹告诉记者。“熊猫
悠闲的形象，跟四川安逸、闲适的
特点相辅相成。从歌词和音乐风格
上，采用了一些四川的元素，比如
青城山等。”据谭淇尹透露，《熊猫》
这首歌自己仅花了几天时间便创作
出成品。

目前已收到411个作品

《熊猫》这首歌的定位是给成年
人听的天籁童声。谈到为什么选择小
朋友来唱，谭淇尹解释道：“小朋友本

身有天然去雕饰的特征，他们来演
唱，受众听起来接受度更高，共鸣性
也更强，而且我们的这首歌天真但并
不幼稚，小朋友听有小朋友的趣味，
成年人听有成年人的想法。”

据了解，《熊猫》的MV也正在
筹备中，会选择成都地标性的建筑来
拍摄。说到成都现在的音乐氛围，谭
淇尹激动地表示：“成都现在的音乐
氛围非常好，从超女时代开始，到后
来的一些选秀比赛，很多歌手都是从
成都走出去的。之前很多音乐人往北
上广走，现在成都打造‘音乐之都’，
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音乐人扎根成
都，我觉得现在的音乐氛围是非常好
的。”诸如《熊猫》这样的好作品还有
不少，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截至12
月16日下午，总共收到411个作品，希
望有更多人参与其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胡楠 摄影报道

一首给成年人的天籁童声
《熊猫》参加“天府之歌”

■方式一：
扫描右侧二维码
参加征集活动
■方式二：
链 接 http：//
song.cdtv2.com/
musicaward/index/2018tianfumusic
■方式三：
发送邮箱：tfzgqqzj@sina.com
咨询电话：028-88881890
■方式四：现场报名投稿
地址：成都市大石西路1号成都电视
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
联系人：李女士（电话18483648015）

“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
投稿方式

“葫芦童声”的小朋友正在排练歌曲《熊猫》

蓝光临和陈巧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