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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简称文保中心) ， 座落在风景秀

丽的演花溪畔，是四川博物院重要的业务部门， 也是一个u立足本院，

面向四川，辐射西南"的文物保护修复中心。 中心拥有国家文物局颁

发的《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甲级资质证书，以及四川省文物管

理局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一级资质证书， 是目前四川省内唯一

具备书画文物保护修复设计甲级与修复一级资质的单位 。

2009 年 7 月，文保中心由原来依附于文物保管部的一个技术室

脱离出来，开始筹备建立，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己经建立起大小十余

个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文物修复的门类涵盖石刻、 陶瓷、 书画、金

属等四大类， 特别是在继承传统书画保护修复领域， 是其特点 ， 拥有

较强的技术实力，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文物复制、 仿制、拓印等领

域，也拥有相当的实力和技术储备，完成了本院及省内外一些文物拓

印、复制等工作，如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中

国航海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等单位复制的馆藏文物。 与国内主要的文

物保护修复单位或部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 文保中心不但承担本院馆

藏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工作，还为省内地震灾区的文物保护提供了力所

能及的支持与帮助，如为工~d床市文物局编制的 《工~d味地震受损文物的

保护修复方案》、《安县馆藏文物保护修复方案》、 《盐亭县馆藏地震受

损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馆藏文物保护修复方

案》等等。 完成了一批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 如馆藏张大千临摹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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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的修复，大巴刘氏庄园博物馆馆藏 98 件书画的修复装禄等。

由于此次年鉴的编辑，是文保中心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因此， 收

录了文保中心成立以来的部分重要作，但在时间上不会超过 2009 年

7 月中心成立之前。有些工作因资料或图片没有留下 ， 故而难以反映。

文物保护中心将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以此为起点， 继

承我院文物保护修复领域里的优良传统作风， 广泛学习省内外兄弟博

物馆文物保护先进的管理理念，先进的技术经验 ， 踏踏实实，一步一

个脚印推动中心的建立和向前发展，为本院乃至全省文物的保护工作

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文物保护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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