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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金龍餐館，位於德州西北西Childerss City. 200
Ave F. NW 79201（287）公路旁，獨立建築，1,

7250立方呎座位140，三張大型布裴檯，
設備齊全，週邊人口兩萬多，生意穩定，

東主退休，售價15萬。有意者請電：盧先生

210.618.9783（手機）

940.937.3331（餐館）300-110608

餐館連地售

Sale $80,000.00, 6000 Sq feet, 200
seat With full equiments, located at

224 S. Thompson St., Springdale, AR
72764 Contact the owner:

479.751.3328‧479.283.8914(cell)
Email: Musa-hang@hotmail.com

Chinese Buffet Business For Sale

300-040109

位於Allen區，中式快餐店，
（Greenville 與 Bethany 之間）。

意者請電：Hong
214.383.2800 (餐館)

469.878.8226 (手機)
300-021810

快餐店出售

中式快餐店有DRIVE THRU
近愛田機場，租金便宜，易經營。

有意者請電：

214.923.2130
300-060210

中式快餐店出售餐館出售
達拉斯小鎮布菲店出售，生意

35,000，售價650,000，

房租1,660。請電：
917.428.3618（手機）
903.873.8846（店）

300-111116

小林電工 Linsanity Electrical
麻州執照 全保險 住宅商業
大小工程 優質服務 價格合理

冷暖氣維修安裝
781-888-6898 Hai(小林)

創業良機
芝加哥28年西式家具,
燈飾,進口批發,業主
擬在一年半後退休,有
意 創 業 者 歡 迎 洽 詢
(773)522-9434謝先生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本公司有大量魚翅、及魚肚、

海參出售。歡迎批發和零售。

954.489.2998

海 味 出 售

專辦全美通用衛生證書，
HACCP，餐館員工衛生培訓及

衛生局文件。
意者請電：關先生
781.664.7428

餐館衛生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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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級文物經常幾十年難得露
面一次
《石渠寶笈》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宮廷編

纂的大型著錄文獻。書中所著錄的作品彙集了

清皇室收藏最鼎盛時期的所有作品，收錄上迄

魏晉，下至清初近兩千年書畫名家最優秀的書

畫作品達一萬兩千余種，而負責編撰的人員均

爲當時的書畫大家或權威書畫研究專家。辦一

次“石渠寶笈特展”的意義可想而知。觀者見到

的將是故宮藏書畫的至寶。

當次故宮展出的文物中，北宋張擇端《清明

上河圖》爲傳世繪畫經典中之經典；東晉王珣

《伯遠帖》是王羲之家族唯一實名真迹；《五牛

圖》是目前中國所見的最早作於紙上的繪畫，紙

質爲麻料，此外還有東晉顧恺之《列女圖》（宋摹

本）和傳爲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等等……

特展之所以吸引人，除了文物本身很珍貴

以外，還在於其他時候想看也看不到。

以《清明上河圖》爲例，上一次展出是2005

年故宮博物院建院80周年時，這十年間只在美

國、日本展出過，還沒打開全部畫卷，此次在故

宮的展出是全卷鋪開陳列，總長528厘米。

2010年上海世博會，《清明上河圖》被作爲

中國館的鎮館之寶，當時採用多媒體技術，在世

博會上動態呈現了《清明上河圖》。即便這樣，世

博會主辦方還是希望請出《清明上河圖》真迹來

壓軸，但故宮方面堅決拒絕，說它還沒“睡”夠。

按照故宮多年文物保護的經驗，國寶級文物展

出一次後需要“睡夠3年”。老話說“紙壽千年”，

很多宋畫到現在差不多近千年了。展覽的保護

工作做得再好，也難免摩擦，必須讓文物充分休

息。除了《清明上河圖》，故宮今年展出的520件

套珍貴文物中，有80%是首次出展。

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都是如此。藏於維也納

阿爾貝蒂娜博物館的《野兔》是德國畫家丟勒的

傳世名畫。幾近完美的渲染手法，讓它成爲幾個

世紀以來水彩畫的標杆之作。它不僅是“維也納

的非官方吉祥物”，也是阿爾貝蒂娜博物館的鎮

館之寶。但由於水彩畫脆弱的特性，此畫無法經

常對外展出。每次經過最多3個月的展示後，

《野兔》就需在黑暗、控制濕度的保管室內存放5

年。

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和巴黎盧浮宮的牆上似乎挂滿了一流珍品，而

鮮爲人知的是，這些頂尖藝術機構將絕大多數

藏品隱藏於公衆視野之外，存放在恒溫、黑暗、

潔淨的保管設施內。整體而言，泰特展出了20%

的永久藏品，盧浮宮展示8%，紐約古根海姆美

術館只掏出3%，柏林畫廊博物館甚至更少——

僅2%。

●因為是國寶，很多文物永遠不出
遠門

對於海外的文物愛好者來說，想看這些珍

貴文物更難。從2002年開始，中國先後公布三批

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共195件（組）。此次展

出的《清明上河圖》和《五牛圖》都在名單之內。

《清明上河圖》之前還去過日本和美國，但隨著

2012年被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名

單，以後只能在國內展出。

至於爲什麽要禁止出境？首先，這些文物都

是國寶級，是“無價之寶”，從保護文物安全角度

出發，應該禁止出境展覽。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處

處長辛泸江也曾在接收媒體採訪時說：“進出境

文物的甄選標准是參照文物法進行的，上榜的

都是一級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損品。”

由於太過珍貴，對這些上榜“國寶”各展館

的安保都很小心，有的別說出境甚至連展館大

門都沒出過。南京市博物館“元青花蕭何月下追

韓信圖梅瓶”就是禁止出境文物，一般只有在國

有展館之間的文化交流時才會考慮外借。這種

外借也是極爲小心，2012年9月，梅瓶曾外借到

上海展覽一個多月，是上海市政府出面擔保，南

京市博物館才放行。

同時對於這些國寶，各保險公司則紛紛自

動躲避，將其納入“禁保”名單。保險公司一般都

不願意承保文物，因爲單品價值高，風險極大。

很多保險公司在銷售正常財險時保險條款裏都

會明確“古玩字畫”除外。有的保險公司也考慮

給文物承包，但保費極高，南京市博物館的梅瓶

出門想買個保險得花640多萬元。

禁止珍貴文物出境展覽早已是國際慣例。

法國就明確規定《蒙娜麗莎》等一批珍貴文化遺

産的真品禁止出境展覽；埃及一直向德國索要

有3400年曆史的古埃及“最美麗王後”納費提提

彩色半身像，而德國方面則一直以文物保護或

文物安全爲由，拒絕埃及方面多次借展納費提

提頭像的要求。

●文物穿越千年狀態不變，殊為不
易

就算有國家的精心呵護，文物也不是高枕

無憂的。保存不善和失竊的風險一直存在，有時

因爲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故，也會令穿越千年歲

月的文物狀態一夕永遠改變。

2008年，故宮展出國寶文物——五代董源

的《潇湘圖卷》，這是故宮收藏的唯一董源真迹，

屬於一級甲等文物。但是這幅原迹卻在展出過

程中被展櫃上方的滴水淋濕，致使受損處裱紙

開粘，受損部位正好在畫幅核心部位的舟船上。

據中國文物網報道，故宮書畫展櫃中的滴

水來自展櫃上方的空調換氣口，屬於設計缺陷。

其實類似問題在這種展櫃上還有很多，如展櫃

背板緊貼暖氣，導致冬季展覽書畫時出現文物

變形或折裂現象；又如展櫃開關裝置不合理，擺

放和收起文物時，很容易造成損傷。

人這一生為什麽
非得看次《清明上河圖》？

日前故宮博物院“石渠寶笈特展”第一天迎客，國寶級書畫集體亮相。當次展覽吸引
了很多人，以致開展首日故宮武英殿就不得不採取限流措施。據統計，當天共有8500人
參觀故宮武英殿，賞閱《清明上河圖》。之後兩個月中，還有近300件絕世珍品與觀衆見
面。

當次故宮特展之所以讓人踏破門檻，不僅是因為展品珍貴、具有代表性，更是因為緣
分難得，一旦錯過，下一面在何時相會完全不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