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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玛域果洛生机无限，连绵起伏
的黛青色山脉，犹如一条条丝带飘荡在天
地之间，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一场精彩的
赛马会正在举行，在此起彼伏的喝彩声和
呐喊声中，骑手们尽情展示着自己精湛的
骑术。这万马驰骋、人潮涌动的壮观场面，
和一百多年前别无二致……

那时的果洛部族间，经常会举行赛马
会，为了表达对英雄格萨尔的敬意，草原
上的百姓便以辽阔的草原为背景，用古老
的藏戏，将格萨尔的英雄事迹搬上了马
背，这成为了《格萨尔》马背藏戏的源头。

如今，《格萨尔》马背藏戏已被国务院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得到
了良好的发展。

草原大地上演马背藏戏
藏戏大约起源于六百多年前，被誉为

藏文化的“活化石”。藏戏的种类繁多，其
中《格萨尔》马背藏戏，集中体现了藏族古
典文学、音乐、舞蹈、马术表演等艺术形
式，是藏戏艺术中一道别样的景观。

据了解，马背藏戏始创于果洛夏仓地
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在藏区传播
开来。表演马背藏戏的演员多由僧人担
任，所有情节均在草原上露天完成。每逢
重大节日或特殊时刻，演员们就会穿上传
统服装，骑上骏马，在宽广的草原上用独
特的方式演绎格萨尔王诞生、征战、返回
天界的故事，《赛马称王》《霍岭大战》等
经典故事，是马背藏戏中经常能看到的片
段。

马背藏戏以雪山、江河为背景，以草原
大地作舞台，艺人们用丰富多变的唱腔和
舞蹈动作，来表现不同的人物以及人物不
同的情绪，风格独特，气势恢弘。

夏仓《格萨尔》马背藏戏团
团长的夙愿

在果洛，说起《格萨尔》马背藏戏，就
不得不说起甘德县夏仓《格萨尔》马背藏
戏团以及该藏戏团团长瓦泰·普尔多。

出生于 1949 年的普尔多，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果洛马背藏戏的传承
人。他的叔叔不仅是果洛小有名气的学
者，也是当地最早表演马背藏戏的人。普
尔多 4 岁时便拜他叔叔为师，学习马背藏
戏以及文字、绘画等，从小在马背藏戏的
熏陶下长大。作为格萨尔风物最集中的地
方，果洛地区保留着很多种《格萨尔》演绎

形式，但在普尔多看来，马背上表演的独
特方式，对他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普尔多跟随叔叔学习马背藏戏 6 年，
这 6 年中，他熟悉了藏戏中格萨尔赛马称
王、征战讨伐等相关故事，并反复练习人
物的唱词、唱腔和唱调，掌握了《格萨尔》
马背藏戏展演的排练和编导等知识，为他
后期展演和编排马背藏戏奠定了扎实的
理论基础，无数次练习和展演，则让他积
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普尔多当过赤脚
医生、政府干部，也当过牧民，但不论身份
如何改变，命运如何起伏，他对马背藏戏
的热爱从未改变，想要继承和发扬马背藏
戏的夙愿从未停止。

组建果洛最早马背藏戏团
1993 年，普尔多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

友，组建了甘德县夏仓《格萨尔》马背藏戏
团，虽然，他实现了幼时的心愿，踌躇满
志，但藏戏团想要更好发展，依旧困难重
重。困扰普尔多最大的难题，是经费的短
缺，想要表演更好，服装、道具等必不可
少，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普尔多开始为办
团经费奔波起来，很多次，他都不惜将自
己的工资捐出去。好不容易拉来了赞助，
有了资金，但果洛地区并没有服装和道
具，他只好和团里的演职人员风餐露宿，
骑马去四川阿坝等地购买……

1995 年，经过反复申请，夏仓《格萨
尔》马背藏戏团得到了果洛藏族自治州甘
德县人民政府的认可和批准，7 月 20 日，
夏仓《格萨尔》马背藏戏团正式成立，全国

《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
社会科学院《格萨尔》研究中心致电祝贺，
并颁发了证书，这是果洛州正式成立的第

一个民间《格萨尔》马背藏戏团，开启了马
背藏戏在果洛州发展的新篇章。

虽然条件艰苦，但普尔多和藏戏团演
职人员们并没有放弃。终于，他们的辛勤
付出得到了回报——2008 年，果洛马背藏
戏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普尔多也成为果洛马背藏戏
的非遗传承人。

群众让马背藏戏不落幕
近年来，果洛藏族自治州对文化产业

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大，《格萨尔》马背藏戏
进入新的发展期，甘德县夏仓《格萨尔》马
背藏戏团也借着产业发展的东风，不断发
展壮大。现在，甘德县夏仓《格萨尔》马背
藏戏团有演职人员七十余名，服装 110套，
马匹 35 匹，主要编排表演的剧目有《赛马
称王》《姜岭之战》《赛岭之战》等。

藏戏团的演出场次也越来越多，经营
收入也在逐年增加。藏戏团不仅经常在甘
德县表演，也常去果洛、西宁等地表演，普
尔多再也不用担心马背藏戏没人演了。

虽然记者错过了《格萨尔》马背藏戏的
演出现场，但从普尔多老人赠送的一张马背
藏戏演出光盘中，可以感受到马背藏戏演出
时的盛况：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战马嘶鸣，
疾驰如飞，人们身穿华服，气宇轩昂，再加上
此起彼伏的雄壮鼓乐声，犹如当年格萨尔王
出征时壮观场景的真实再现。

“品文化·看果洛”系列报道之五：

果洛藏戏：马背上驰骋着格萨尔的身影
本报记者 王春雪

品文化
看果洛

（上）

本报讯（记者 卢晓茜）9 月 4 日，记者
从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获悉，青海海吉星
国际农产品集配中心项目招商运营中心
已在园区内正式开工建设。

青海海吉星国际农产品集配中心项目
是国家商务部列为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
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企业，是青海省和海东
市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全力打造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重要的农产品物流基地、清真食品基地和
牛羊肉加工基地，也是深圳市政府与海东
市政府积极推进深圳、海东两地紧密合作
建设的第一个项目。

项目占地 699 亩，一期规划用地 475
亩，二期规划用地 224 亩，总投资 20 亿元。
一期项目主要建设以青海农产品产业中
心、海东农副产品交易中心、海关商检、
清真认证中心、青海农产品电商中心、营
运拍卖中心、青海农产品体验中心及配套
生活区和生态农业经济展示区为主的农产
品区，将打造成一个集农产品生产、加
工、包装、储运、批发、拍卖、直销、物
流配送及电子商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国际
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的开工建设，对于
进一步健全海东乃至全省的农产品商贸物
流功能、优化物流产业布局、提升对外开

放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海东在加快
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推进农业规模
化、集约化、产业化、品牌化方面迈出了
新的步伐。

青海海吉星国际农产品集配中心项目
是继曹家堡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比亚
迪锂电池材料生产项目开工建设之后海
东市引进建设的又一重大项目。项目建成
后，对进一步健全海东乃至我省农产品商
贸物流功能、优化物流产业布局、提升对
外开放水平具有重大意义，还有助于平抑
我省农副产品销售价格，打开农副产品在
中亚地区的市场，提高农牧民的收入。

海吉星国际农产品集配中心海东开建
建成后有助于平抑我省农副产品销售价格

本报讯（记者 彭娜 通讯员 马玉金）
为进一步解决办事群众反映的材料多、程
序繁、时间长等问题，自 8月 15日起，我省
在省、市（州）、县（区）三级同步建立实施住
所登记自主申报承诺制，减少住所（含经营
场所）登记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压缩至原来
的四分之一，缩短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和农
牧民专业合作社）开办筹备时间。

省工商局针对企业办理住所证明手续
繁杂的实际情况，在深入调查摸底的基础

上，报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实施意见》，在企
业住所登记中实行自主申报承诺制，由申
请人自主申报住所，自行作出承诺，自担
其责。

在具体登记注册中，对不涉及工商登
记前置审批事项，或将城镇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的，由申请人填写《青海省企业
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申报承诺书》，作出
在住所置备合法使用证明、生产经营活动

符合相关规定、对住所真实性和合法性负
责等承诺后，即视为提供合法有效的住所
使用证明。

对通过申报的住所无法取得联系、未
经利害关系人同意取得使用权等违法行
为，全省将采取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按提
交虚假材料骗取工商登记予以查处、实施
联合惩戒和信用约束等措施，建立并实施

“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严管机制，确保
自主申报的住所真实、有效、合法。

我省实施企业住所登记自主申报承诺制

本报讯（记者 彭娜 通讯员 王炜）为全
面落实全省“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营造宽进严管的准入环境、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近
日，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食药监局开展市
场监管领域联合执法检查，为期两个月。

此次联合执法检查围绕群众关心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包括家用电灶市场
检查，成品油市场检查，殡葬行业检查，广
告市场检查，乳制品、肉制品企业检查，中
药材生产经营企业检查，计量专项监督检
查，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使用情况检查，网
络交易专项检查等九项内容。

为统一联合执法检查内容、规范标准，
三部门召开动员部署及业务培训专题会
议，通过“双随机”摇号确定执法人员 35
人，确定全省六州两市检查对象 600户。

同时，成立了六个执法检查组，由三部
门副厅级领导带队，制定检查事项清单，做
到标准化执法；建立集中检查、案件移交、
归口管理机制。执法检查工作结束后，将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要求，及时向社
会全面公开检查情况和查处结果。

我省三部门

联合开展市场检查

本报讯 (记者 赵俊杰)在西藏那曲警
方的协助下，格尔木市森林公安局近日成
功将“3·08”特大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网
上在逃人员抓获。至此，格尔木“3·08”盗
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案涉案人员全部落
网。

2017 年 11 月，格尔木市森林公安局
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以收羊皮为由，
专门从事野生动物皮毛、肉类买卖。接
到举报后，格尔木市森林公安局迅速成

立专案组，侦查后发现这是由两个团伙
共同犯罪，另有专人买卖的盗杀野生动
物案。警方通过缜密踩点、跟踪、外围
取证，在 2018年 3月 8日的收网搜查中发
现两只雪豹、一匹狼，还有藏野驴皮、
九张猞猁皮，当场抓获部分涉案犯罪嫌
疑人。

格尔木市森林公安局召开审讯方案
部署会，通过政策攻心，亲情感化等方式，
了解到有两名涉枪的嫌疑人仍在格尔木
市活动。之后，格尔木市森林民警迅速布
控，将两名嫌疑人一举抓获。

由于涉案地点位于牧区且路途较远，
气候条件复杂多变，道路崎岖，为了能够
及时提取关键性证据，格尔木市森林公安
局民警将涉案关键性物证两支疑似枪状
物体提取到位，为案件的后续调查提供了
有力保障。

目前，涉案三名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猎
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运输、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非法持有、私藏枪支罪依法采取刑事
拘留措施，案件办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
中。

格尔木盗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案嫌犯全部落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春雪王春雪 翻拍翻拍

本报讯（记者 李占轶）为了进一步繁
荣我省文学创作，扩大《现代作家文学》在
文学领域的知名度，近日，“相约夏都西宁
筑梦作家文学”主题笔会在西宁举行。

《现代作家文学》是由我省作家程启宏
创办的文学平台，在作者的支持和读者关
注下，平台共发布各类文学作品六千余篇
（首），关注人数达到一万余人。获得许多
省内外文学刊物的大力支持。部分作者已
经出版诗集或散文集。

笔会上，省作协副主席、西宁市作协主
席、《西海都市报》副总编辑郭建强，省作协
副主席李成虎等我省文学界颇有影响力的
作家、诗人，与此次参会的各位文学爱好者
一同进行文学交流，并探讨《现代作家文
学》的办刊方针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相约夏都西宁 筑梦作家文学”

主题笔会在西宁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