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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会议代表统计 

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 IFLA 世界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共有 630  
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获得了圆满成功，有     位来自主办国加拿大的代表参加了此 
近 3000 人来到魁北克城会议中心参加      次大会，位居榜首。 
了此次大会。                               随后的四个国家是： 

作为加拿大法语中心区，此次大会         美国     463   
在文字、展览以及其他方面都采用了双         法国     112 
语模式，许多论文都是法文的，同时也         韩国     103 
有很多大会论文被翻译成法文。               中国      96 
 

大会有关数据统计 
2354      全程代表          245    所有语言的会议论文 
226       日注册代表           224    英文 
158       随行人员    143    法文 
35        展会来宾         10     德文 
275       志愿者          17     俄文 
1027      第一次参会者        41     西班牙文 
118       参会国          14     中文 
44        赞助获得者         4      阿拉伯文 
120       参展方        诚邀您参加 2009 年 IFLA 海报展 

1289      参展面积           今年魁北克海报展共有 130 个海报参 
224       会议场数       展。内容十分精彩，备受关注。特在此邀 

45        同声翻译场次      请您参加 2009 年在米兰召开的世界图书馆 

137       大会海报       与信息大会海报展。相关信息请见： 
17        IFLA 新成员       http://www.ifla.org/IV/ifla75/call-postersession-en.htm 
                 海报提纲提交截止日期为：2009 年 2 

                                               月 13 日。请您务必在此之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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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IFLA/OCLC 青年研究基金项目 
8月11日，OCLC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杰伊·乔丹（Jay 

Jordan）先生宣布了2009年Jay Jordan IFLA/OCLC青年研究

基金项目获奖图书馆员名单。 

2009年Jordan IFLA/OCLC青年研究基金获奖者为： 

•  约翰·齐亚加（John Kiyaga）先生，图书馆助理，

乌干达基督教大学，乌干达

•  安妮·米纳西安（Ani Minasyan）女士，流通/参考

图书馆员，亚美尼亚美国大学，耶烈方，亚美尼亚共和

国

•  卡莱·乌马（Caleb Ouma）先生，图书馆员，国家

媒体集团， 内罗毕，肯尼亚

•  塞玛·乌塔（Saima Qutab）女士，图书馆员，矿山

和矿产公司总局，拉合尔，巴基斯坦

•  雷蒙德·斯坎尼卡（Raymond Sikanyika）先生，高

级图书馆助理，铜带大学，基特韦，赞比亚

•  韦斯纳·夫克桑（Vesna Vuksan）女士，图书馆发

展部负责人，贝尔格莱德城市图书馆，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

Jordan IFLA/OCLC青年研究基金项目旨在为正处于经济

发展中的国家培养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方面的专业人员，让他

们享受先进的继续教育培训，加深对信息技术、图书馆业务

及全球图书馆协作等领域的认识。从2001年开始，此项目已

经为28个国家的44名图书馆馆员以及信息学专业人员提供了

帮助。 

“今年的项目增加了来自亚美尼亚和赞比亚的代表，以

前的项目中还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学员”乔丹先生说，“我们

非常高兴有这么多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的代表参加今年的项

目。正如在以往培训的第一个星期中，我常常和学员们说的

一样，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会远远多于他们从我们这

里学到的东西。” 

 在五周的课程期间（2009 年 4 月 26 日至 5月31 

日），学员们将与图书馆与信息科学专家进行研讨，参观图 

书馆以及接受相关指导活动。前四周的课程将在美国俄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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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都柏林OCLC总部进行，最后一周的课程在荷兰

莱顿的OCLC处进行。课程的主题和论题包括信息

技术及其对图书馆的影响、图书馆运作和管理以及

全球图书馆合作。 

通过参观部分北美和欧洲的图书馆、图书馆组

织和文化遗产机构，学员们将有机会接触到这些领

域的领军人，并和他们一起探讨当今真实世界中图

书馆所面临挑战的解决办法。通过参加一次OCLC

成员理事会会议，学员们还将深入了解全球图书馆

合作涉及的相关问题，并观摩全球图书馆合作的全

过程。学员们将把学到的知识和经验应用于职业发

展计划中，引导他们继续发展以及他们个人对当地

机构和国家做出贡献。 

2008年5月，OCLC 理事会宣布该项目获奖者

名额将扩至6人，而且重新命名此项目为“ Jay 

Jordan IFLA/OCLC青年研究基金项目”，以此纪念

乔丹先生第10年出任OCLC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杰伊·乔丹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全球图书

馆的合作。”OCLC理事会主席及天普大学图书馆

馆长拉里·沃尔福特（Larry Alford）如此说到，

“杰伊约见了全球很多馆长，以促进图书馆之间的

合作，而这种合作将对图书馆和用户双方都有利。

他发起并成立了IFLA/OCLC青年研究基金项目，所

以OCLC应当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基金以示感谢。” 

目前，该基金项目的赞助商包括 OCLC、

IFLA、美国神学图书馆协会以及OCLC PICA。他

们正在寻求其他对此项目感兴趣的团体的资助。更

多详情，请联系OCLC 会员服务部副部长乔治•尼

达姆：needhamg@oclc.org

2010 年项目申请信息请见OCLC网站： 

http://www.oclc.org/community/careerdevelopment/fel

lows/default.htm

 

 
 

mailto:needhamg@oclc.org
http://www.oclc.org/community/careerdevelopment/fellows/default.htm
http://www.oclc.org/community/careerdevelopment/fellows/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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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语言工作组致谢! 
 

特别感谢所有的语言工作组，正是他们一如多年地

工作，才使得本届 IFLA 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一次国际盛会！ 

他们辛勤地工作，服务于大会同声传译、大会论文

翻译及IFLA 快报翻译等各个岗位，得到了代表们的高度

肯定。 

今年，IFLA如愿地将阿拉伯语作为了第7种同声传

译的工作语言。遗憾的是，由于签证问题整个团队不能

全部来到加拿大。加拿大国家委员会找到了2位同传工作

人员完成了开幕式的翻译工作。阿拉伯语小组其他的工

作人员尽力赶到魁北克，认真完成IFLA快报阿拉伯文的

翻译工作。 

 

     您玩得痛快吗？ 
请前来参加明年的米兰（Milan）会议! 

米兰国际图联大会国家委员会主席莫罗·圭里尼

（Mauro Guerrini）诚邀所有参加闭幕式的代表明年到意

大利的米兰来!   
2009年的大会将以“图书馆创造未来：筑就于文化

遗产之上”(Libraries create futures: Building on cultural 
heritage）为主题。请您加入我们，这无疑将又是一次令

人兴奋的大会。 
我们期待2009 年在米兰与您相会! 

详情请见www.ifla.org。 
 
 
 
 
 
 
 
 
 
 
 
 
 

2011年IFLA大会将在波多黎各圣胡安（San 

Juan）举办！ 

借着上文提到未来会议的机会，我们荣幸地告诉大

家2011年的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将在波多黎各圣胡安

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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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闭幕式上，加勒比大学联合会研究与高校图书

馆（ACURIL）执行秘书路易萨·维格-赛佩达（Luisa 

Vigo-Cepeda）感谢IFLA理事会的这一决定，并且向所

有与会代表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他们参加2011年在

波多黎各圣胡安举办的大会。 

 

IFLA 奖项与荣誉会员 
在大会闭幕式上，IFLA 主席克劳迪娅·卢克斯

（Claudia Lux）颁发了以下奖项： 

IFLA 名录 
沙其敏（Melvin Thatcher） 

感谢他为IFLA作出的卓越贡献，尤其是他担任

IFLA家谱和地方志组常设委员会主席时所作的工作。 
 
IFLA 奖章 
阿道夫·罗德里格斯·加拉多（Adolfo Rodriguez 
Gallardo） 

感谢他为IFLA和全球图书馆团体作出的杰出贡

献，尤其是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图书馆事业方面作

出的努力。 
莉玛·库普瑞特（Rima Kupryte） 

表彰她在开放社会研究所和elFL作出的推进全球

信息共享的突破性工作。 
 
 
彼得·洛（Peter Lor）告别会 

闭幕式上克劳迪娅·卢克斯为2005-2008年在任的

秘书长彼得·洛送上了温馨的祝语。 

彼得自己说道： 

“这是一项令人兴奋，具有挑战而又引人入胜的工

作。在这个岗位上为IFLA服务是一种荣誉也有一种特

权，那就是我结识了许多的朋友，并与他们一起分享多

姿多彩的经历。” 

    彼得已被聘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信息学学院的访问

学者。 
  
大会回顾 

许多朋友都在试图查找与大会有关的图片、视频以

及留言（博客）。IFLA网站为您提供了以上这些信息的

链接。请您点击： 
http://www.ifla.org/IV/ifla74/postcongr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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