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非任何声音都令图书馆员心烦”…… 
 

…… 特别是当这声音是在全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厅

之一演奏的古典音乐。当天上午的开幕典礼中，国际图

联的代表们受到了普契尼“今夜无人入睡” 的友好欢迎。

之后，在斯卡拉剧院特有的氛围里，代表们又享受了精

彩的音乐会之夜。 

在达尼埃莱•鲁斯蒂奥尼指挥的斯卡拉学院管弦乐

团伴奏下，三位斯卡拉学院的青年歌唱家演唱了精选的

意大利歌剧咏叹调。随后，乐团演奏了门德尔松第四交

响曲（“意大利”），并加演一首曲目。最后，观众们告别

此次盛会，走进米兰夏夜的暖风中。 
 

塞巴斯蒂安·维尔克（Sebastian Wilke） 



 

  
 

免费无线局域网开通并 
覆盖整个米兰国际会展中心

 
 
 
 
 
 
 
 
 
 
 
 
 
 
 
 
 

安格尼丝·佩罗（Agnese Perrone） 
第一届国际图联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生

论文奖获得者 

杰伊•乔丹 IFLA/OCLC 青年职业发展奖 

 

在 8 月 24 日召开的国际图联记者招待会上，联

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国际图联（IFLA）

及美国神学图书馆协会公布了经过遴选获得

IFLA/OCLC 青年职业发展奖的图书馆员名单： 
沙谢齐·哈里斯（Sasekea Harris），图书馆馆员，

西印度群岛大学，牙买加圣安德鲁 
马哈茂德·哈利法（Mahmoud Khalifa），编目

员，美国国会图书馆开罗办事处（Cairo Office），埃

及开罗 
叶利钦·马马窦（Elchin Mammadov），高级情

报学专家，巴库美国中心（Baku America Center），
阿塞拜疆巴库 

凯瑟琳·穆里奇（Catherine Muriuki），大学图

书馆员，泛非基督教大学（Pan Africa Christian 
University），肯尼亚内罗毕 

西德拉·山（Sidra Shan），助理馆员，伊斯兰

堡国际伊斯兰大学，巴基斯坦伊斯兰堡 
邵燕（Shao Yan），组长，中国国家图书馆，中

国北京 
 
从 2010 年 4 月 10 日－5 月 15 日历时五周的培

训中，以上图书馆员将参加与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军

人物讨论、图书馆参观及其他职业发展活动，培训

地点为美国俄亥俄州的都柏林和荷兰的莱顿。 
 
2011 年 奖 项 申 请 信 息 详 见 网 站

www.oclc.org/community/careerdevelopment/fellows

国际图联主席克劳迪娅·卢克斯（Claudia Lux）
在星期二上午向安格尼丝·佩罗（Agnese Perrone）
颁发了国际图联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生论文奖。该奖

项由教育与培训专业组(SET)设立，以实现其主要目

标之一：培养学生参与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

大会的兴趣，鼓励新一代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家积

极成为国际图联大会的成员。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

对此奖项的意义给予肯定。 
诚邀来自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学

生向国际图联大会投稿，作为大会论文提交过程的

一部分。成功提交的论文将转交给教育与培训专业

组的专家评审小组，以评审最佳获奖论文。该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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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德国公共图书馆采购中心（ ekz Service for 
Libraries）资助，奖金可用来支付国际图联世界图

书馆与信息大会的注册费以及交通、食宿费用。此

外，获奖者可以获得国际图联一年期免费会员待

遇，其论文将刊登在《国际图联期刊》上。 
今年的获奖者安格尼丝·佩罗（ Agnese 

Perrone）来自意大利克雷莫纳。她一直在攻读情报

学专业的国际硕士学位，该学位由意大利帕尔马大

学和美国诺桑比亚大学合办。 
安格尼丝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撰写硕士论文，报

告其研究项目的结果。该研究项目是调查图书馆员

如何进行整合电子图书和图书馆馆藏资源，主要集

中在与采选、馆藏管理、用户需求以及与电子出版

商提供的商务模型而引起的财政预算等相关的问

题。 
安格尼丝·佩罗（Agnese Perrone）将在 8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13：45-15：45 的采访与馆藏建

设专业组公开会议上（212 会场）做论文报告。 
为向德国公共图书馆采购中心（ekz Service for 

Libraries）对该奖项的资助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国

际图联教育与培训专业组决定在该公司的展台前

举办颁奖仪式。教育与培训专业组的成员对获奖者

安格尼丝表示祝贺，并希望这只是与国际图联结缘

的开端！……诚然，专家评审小组期待在 2010 年

有更多高质量的学生论文提交。 

发展与知识产权 
 
 

图书馆版权联盟、图书馆电

子信息联盟（eIFL）和国际图联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 2009 年

第三次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该

会议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在日内瓦举办。联合声明的

详细信息可以在线获取，网址

是： 
 
http://www.ifla.org/en/publications/j
oint-statement-from-lca-eifl-and-ifla
-at-the-wipo-committee-on-develop
ment-and-intelle

国际图联梵蒂冈纪念邮票开始发售！ 
sale! 

为庆祝第 75 届国际图联大会，梵蒂冈图书馆

发行了纪念邮票。请到意大利图书馆协会的展台

（824 号）购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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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国际图联基金会捐款  
 
国际图联基金会是 2005 年在奥斯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决定设立的。 
 
基金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 “机会”部分 
国际图联将为会员开拓创新以及发展新项目和服务提供基金。 

 
• “灾难救助”部分 
国际图联可以给选定的项目募集资金，当随时随地发生的自然或人为灾难对图书馆造成不良后果时，用来帮

助他们度过难关。 
 

• “支持”部分 
这个部分用来支持 IFLA 正在进行的会员服务、专业活动和宣传工作。 
 
国际图联基金会将向每一个捐资的人发放一个国际图联钥匙圈，以示感谢！ 
 
捐赠表格可以交到黄 3 房间的国际图联秘书处。现金捐赠可交到秘书处或国际图联展台（821-823 号）。 
 
我愿意向国际图联基金会捐资 

支持部分 
以上任何部分

机会部分 
灾难救助部分 

我的捐资总额是： 

欧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货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捐资将通过以下方式递交 

 
银行转帐 
银行名称：ABN AMRO nv                    Swift代码：ABNANL2A 
地址：The Hague, Netherlands                  IBAN 代码：NL23ABNA0513638911 
帐号：51 36 38 911                                           
支票  
请将款项汇至：                                             
IFLA Headquarters, Box 95312, 2095 CH The Hague, Netherlands 

 
  信用卡 

American Express              Visa             Mastercard 
持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授权号码： _________ 

请给我邮寄上面所填捐资总额的形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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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非国家图书馆 3 位代表的交谈也非常

有趣，他们是安德鲁（Andrew）、莱斯巴（Lesiba）
和哈利（Harry）。他们说：“南非国家图书馆

一直参加国际图联大会，我们出席会议、促进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寻找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

伙伴。”他们支持艾伦·泰塞（Ellen Tise）当

选国际图联主席。 

  9, I wa  
2009 年度国际 

图联大会肖基•赛伦 
（Shawky Salem）参会资助 

奖（SSCAG）获得者 
杜明古阿•加萨尼•阿布德

（Domingua Ghassan Abboud） 
      （黎巴嫩）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员韦伟先生说，这是他

第一次参加国际图联大会，但是中国国家图书

馆每年都参会。他们希望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国

的图书馆同行进行文化交流。他说，“我们希

望能够更多地了解世界，也希望世界各国的同

行能够更多地了解我们”。 

 
 

2009 年初，我被任命为圣母大学黎

巴嫩图书馆馆藏建设部主任。1987 年，

我毕业于黎巴嫩大学信息与文献学系。

我觉得肖基•赛伦参会资助奖是对我 20

年来在这一领域工作经历的“肯定”。

从 1991 年开始，我成为黎巴嫩图书馆

协会的成员，我也希望能够成为国际图

联的成员。借此机会，我对赛伦先生一

直以来对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员的资 

 助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国际 

图联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国际交流处项目

官员戴琳·格拉女士（Delin Guerra）评论说：

“美国图书馆协会不仅一直坚持参加国际图联

大会，同时也邀请国际图联参加美国图书馆协

会的年会”。我们期待参会者能够在美国国家

图书馆协会的展台（825 号）了解更多的项目

和会议信息，尤其是 2010 年在华盛顿举办的美

国国家图书馆协会年会的相关信息。 

 
 
 
 
 
 
 
 

 
意大利图书馆协会秘书乔凡娜·弗里吉梅

丽卡（Giovanna Frigimelica）告诉我们，意大

利图书馆协会在展览会上也有自己的展台，该

协会是 2009 年国际图联大会的主办单位之一。 
 

欧洲信息与文化图书馆基金会（BEIC）的

代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无论

是意大利还是欧洲——即在图书馆的过去与未

来之间构建一座桥梁，以及在图书与互联网之

间建立联系。” 

纳塔莉娅·格拉玛（Natalia Grama）
和玛丽亚·伊万娜·波格尼（Maria Ivana 
Bugini）参加了展览会的开幕式，并采访

了一些参会代表和展览工作人员…… 
 

 

 
我们遇到了一些国家图书馆的代表，如来自

法国国家图书馆国际交流处的戴米恩·沙塔尼恩

（Damien Chatagnon）先生，他告诉我们法国国

家图书馆一直坚持参加国际图联大会。他此次参

会的目的是展示法国国家图书馆，尤其是最现代

的方面：“数字图书馆”，这是使世界各国的专

家同行了解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最简单方式。 

此次大会的主办机构之一伦巴第大区在展

览会上展出了杂志、宣传册和海报，向我们展

示了美丽的伦巴第大区，邀请我们参观它的旅

游景点，欣赏自然风景、文化、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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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之路——征文启事 

 

不要错过今天下午国际图联 

 当选主席艾伦·泰塞主持的妇女、信息与 

图书馆讨论组—特别兴趣组会议 绍尔公司/国际图联目前正在为《求知之路

（A2K）》征集章节，本书以实例研究和学术论文为

主要内容。侧重于艾伦•泰塞的主席任期议题“图

书馆推动知识获取”，探讨当前和未来在图书馆服

务中提供的或者进行研究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包括

技术、流程及迎合用户需求等）。所有章节将分为5

部分： 

                  
 
 
 
 
 
 
 
 
 
 
 
 

妇女、信息与图书馆讨论组—特别兴趣组会议诚

邀所有与会代表参与小组讨论；提出问题，并分享您

的职场经历，倡导妇女在这一行业中的作用及全球社

会的贡献。 

我们很想听到关于世界各国女性图书馆员和信息

工作者在其领域内支持女性发展的项目，以及提高女

性职场地位的最佳实践，或其他与性别相关的职场问

题的案例。 

四位小组成员分别为： 

卡米拉•阿里尔（Camila Alire）博士，美国图书

馆协会主席 

埃利扎贝特•德卡瓦略（Elizabet de Carvalho）,

国际图联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区域办公室负责人 

芭芭拉•斯克赫雷哈根（Barbara Schleihagen），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 

艾伦•泰塞，国际图联2009-2011年度主席 

南非德班马古苏托理工大学L• E• 恩达齐（L.E. 

Ndaki）将首先发言，题目为《在图书馆和信息服务领

域赋予女性权能与全球化的影响》，随后以上四位小组

成员将分享她们的经历以及其所在区域的现状。 

本次会议成果将决定该讨论组在国际图联2010年

歌德堡大会的议程。妇女、信息与图书馆讨论组—特

别兴趣组将在哥德堡大学女性、男性与性别研究国家

资源图书馆召开场外会议，即“全球妇女博览会：共

享支持女性读者及女性图书馆和信息情报工作者最佳

实践”上展现这些会议成果。 

 

 

妇女、信息与图书馆讨论组—特别兴

趣组会议将于8月26日（星期三）13:45-15:45

在橘厅举行，共有四位知名小组成员，艾

伦·泰塞（Ellen Tise）为其中之一。本次会

议的主题是：“图书馆为全世界妇女构建未

来”。 

－用户为导向的知识获取行动 

－知识获取宣传 

－知识获取中的合作 

－图书馆作为知识获取的阵地 

－图书馆与终身学习 

－其它知识获取相关问题 

 

本书旨在向读者提供相关理论框架、最新经验

性的研究和发现，以及本领域内的最佳实践案例。 

 

诚邀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在2009年 10月 7日

以前提交一份2到3页的提要（500至750字左右），

清楚解释准备投稿章节的任务和主旨。摘要格式应

遵循Emerald摘要结构格式要求，具体信息参见：

http://info.emeraldinsight.com/authors/guid

es/abstracts.htm。被选中的章节作者将在 2009

年 10 月 31 日得到通知，告知他们所提交章节的状

态并发给章节组织指南。章节全文的投稿截至2010

年 1 月 30 日。所有提交的章节都将由至少 3 名评

委进行盲审。 

 

询问信息、提 交稿件请发电子邮件至

A2K@ifla.org。 

 

艾伦•泰塞编辑委员会： 

 

耶稣•劳（Jesús Lau，墨西哥） 

安娜•玛丽亚•塔马罗（Ana Maria Tamaro，意大利) 

西奥•博瑟姆（Theo Bothama，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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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图书馆行业、图书馆机构以及图书馆与信息

服务的发展。 
妇女、信息与图书馆讨论组—特别兴趣

组目前正在征集下届会议项目。如果您有兴

趣参与，或者知道能够在全球妇女博览会上

展现的任何特定项目，请务必来参加本次会

议或将于8月27日（星期四）09:45-11:15在2

号白厅（White Hall 2）召开的妇女、信息

与图书馆讨论组—特别兴趣组策划会议。您

也可以联系该组会议召集人玛丽亚·科特拉，

她的邮箱是m.cotera@ucl.ac.uk。 

从成立伊始，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办

公室设立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第一任主

席波吉塔·贝格道（Birgitta Bergdahl）于2000

年卸任。从1993年起，波吉塔·桑德尔（Birgitta 

Sandell）以项目官员的身份供职于国际图联图书

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在波吉塔·贝格道卸任

之后，开始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古尼拉•
内特维格（Gunilla Natvig）一直担任项目官员

职务。 

 

国际图联快报记者于8月25日在米兰大会上

对这两位女士进行了采访：  
不容错过……  
 
数字图书馆的未来：用户前景和机构

策略 
 

全体会议：根据 8 月 25 日（星期二）

在米兰大学召开的凭邀请函入场的场外

会议和研讨会的结果进行专题讨论。 
8 月 26 日（星期三）8：30-9：30，

米兰国际会展中心礼堂。 
 
 

 

快报记者：您是如何加入图书馆进步发展行

动委员会的？ 

波吉塔：我受波吉塔·贝格道（Birgitta 

Bergdahl）之邀加入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

最初，我对该委员会并不感兴趣，但是她需要会

说法语的员工，而且我当时已在摩洛哥生活了 5

年。 

古尼拉：我觉得自己能够受邀加入图书馆进

步发展行动委员会是因为我会说葡萄牙语和西班

牙语，并曾经在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和斯里

兰卡生活，所以我对发展中国家有深刻的体验。 

 

快报记者：在过去的这些年，您参加了多少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的项目？ 

古尼拉：自 1991 年以来，图书馆进步发展行

动委员会已经进行 190 个项目，我们参与了自加

入该委员会之后的所有项目。 

 

快报记者：您参与过的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

委员会项目中最成功的有哪些？ 

波吉塔：有关信息通讯技术和信息素养的培

训助学金及馆员交换项目，特别是在亚洲和拉丁

美洲尤其成功。在拉丁美洲，关于原住民知识及

其使用母语获取信息权利的研讨会在推动政府将

这些问题纳入日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尼拉：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研讨会是在当地

基层的推动下召开的，并吸引了当地的相关专家

参加。 

 

快报记者：其中最不成功的项目有哪些？ 

波吉塔和古尼拉：最不成功的项目是尝试在

非洲出版发行一份双语（英语和法语）的图书馆

学期刊。这个项目耗资巨大，但是这个期刊发行

之后不久就停刊了。 

投身于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波吉

塔·桑德尔古尼拉·内特维格 

从 1993 年开

始，波吉塔•桑德尔

与古尼拉 •内特维

格就职于国际图联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

动委员会，他们都

将于今年年底退

休。 
古尼拉·内特维格 波吉塔·桑德尔 

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ALP）成立于1984

年，它的前身是图书馆事业发展项目，于2004年更

改为现在的名字（英文缩写没有改变）。ALP的目标

是促进非洲、亚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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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记者：您如何看待图书馆进步发展

行动委员会的未来？  Libraries  
图书馆的未来 

 波吉塔：尽管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将不
再为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会提供支持，
但我们非常高兴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委员
会还将继续发展下去。来自比尔与梅林达•
盖茨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将确保该委员会将
来成功。 

古尼拉：继续鼓励各地区的基层积极参
与该委员会的各项活动，而不是采用“自上
而下”的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8月24日早上的会议座无 
虚席，本来很宽敞的黄厅挤满了 

听众。令人激动的会议论题围绕未 
来展开：“图书馆的未来——未来的

图书馆：10年后我们将身处何方？” 
第一个展望未来的预言家是克劳斯•

赛诺瓦（Klaus Ceynowa），就职于于慕尼 
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他的论题是“数

字生活中的图书馆”。他认为就像凤凰涅槃

一样，图书馆陈旧过时的模式会被焚毁，并 快报记者：自加入图书馆进步发展行动
委员会之后，您参加了多少届国际图联大
会？ 

波吉塔：自 1993 年之后的所有会议。 
古尼拉：自1997年之后的所有会议。 

在未来10年内浴火重生。他指出势在必行的两

条：1）图书馆作为一种服务必须是无形的，能

够完全与各种聚合器融合的；2）图书馆作为一

个场所必须是有形的，而且要有令人惊叹的建

筑和现代设计。他描述了图书馆主页使用率下

降，并预测未来图书馆将与移动设备、灵活的

电子图书阅读器相融合，还会出现设在隐形眼

镜上的图书馆——这一点特别酷！ 

快报记者：国际图联大会给您留下的最
美好记忆是什么？ 

波吉塔：1994年古巴哈瓦那大会——那
次大会表明即使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也能组
织一次成功的国际图联大会。 

像新加坡馆员那样，把喜爱自己图书馆的理由

贴在旗杆上——对我们这些对新事物抱以怀疑态度

的人来说，至少有50个理由保持对图书馆的感情不

变。 
接着， 埃博·范尼斯潘（Eppo Van Nispen）向

我们做了“未来并不遥远： 关于DOK—— 概念图

书馆中心”的报告。他说他不是图书馆员，虽然 

古尼拉：在参加的所有会议中，最美好
记忆的是能够面对面地与来自不同地区的
同行相聚一堂。 

快报记者：国际图联大会给您留下的最
不好的印象是什么？ 

阅读不断，但读书并不多。他告诉我们为了他的

孩子们，他的眼光已经放到2050年。这一远景涉 
及到创建服务，不仅仅是好的服务而且是个性

的服务，要加入一些意想不到的令人兴奋的新 
波吉塔和古尼拉：波士顿大会和魁北克

大会的签证问题，在这两次大会上，来自发
展中国家的许多代表似乎被非常武断地拒
签。 

事物。他还告诉我们，原有的图书馆系统功能

已经改变，因为“大部分图书馆都缺乏乐趣”， 
而乐趣是一个生动的图书馆环境所必需的， 
它应该有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帅小伙） 快报记者：最后，您退休之后有何打

算？ 的游戏，当然还有图书。此外，可能令你 
震惊的一点，就是整个图书馆没有任

何规则，所以烧掉图书馆的那些规章 波吉塔：我将继续在乌普萨拉大学图书
馆兼职，但是工作时间安排比较灵活，这样
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的家庭。 

古尼拉：我打算完全退休，这样我可以
有更多的时间照看我的孙子（女）以及旅游。 

条例，开始享受快乐吧。要始终牢

记“你珍藏的不是书，而是读者。” 
 
迪克·艾歇尔（Dierk Eichel） 
（德国， 波茨坦应用科学 

大学，学生） 快报记者：非常感谢两位女士接受我的
采访，祝你们退休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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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知识获取——一张概念地图 

  兰 参 加 国

际 图 联 大

会，向大家

证 实 了 国

际 图 联 曾

向 他 们 提

供的援助。

在 诸 多 给

受 灾 人 民

提供食物、

资金以及 李春与李开成 

各种必需品的国际项目中，国际图联也发

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10月，国际图联主

席克劳迪娅·卢克斯亲自到四川，送去国

际图联以及众多国家共同提供的捐助，并

应邀出席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今天，

在米兰参会的中国代表对国际图联支付两

位来自地震灾区代表所有参会费用这一特

别邀请表示感谢。李春讲述了北川县图书

馆被完全摧毁的震撼人心的故事。北川县

图书馆保存了四川省濒临绝迹的少数民族

——羌族的珍贵文献。现在克劳斯王子文

化发展基金会（阿姆斯特丹）向北川提供

资助，该基金会2003年起成立文化应急响

应项目（CER）以资助特殊文化项目，日

前该基金会为中国地震灾区灾后文化重建

项目资助12万欧元。这笔钱将用以辅助建

设一座集图书馆、博物馆以及社区文化中

心为一体的大楼。 

 
在8月25日的当选主席头脑风暴会议

上，数字图书馆研习国际硕士（DILL）项

目的学生展示了关于主席任期主题“图书

馆推动知识获取”的概念图。安娜•玛丽亚

•塔马罗（Anna Maria Tammaro）学生团队

的两个成员安德烈·赞尼（Andrea Zanni ，
意大利）和佛洛伦斯·米瑞比（Florence 
Mirembe，乌干达）演示了20名学生如何协

作完成了这一工作。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

委员、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帕斯卡尔·桑

（Pascal Sanz）评价其为“一个丰富主席任

期主题的工具”。他们的工作并不容易，但

最终取得了成功，令人敬佩。参加头脑风

暴会议的学生被要求提取新的关键词和概

念并创建新的概念图。在他们的博客中，

你可以找到他们工作的所有步骤：

http://ifladill2009.wordpress.com/Francesca 
Giannelli and Roberta Spagnoli 

 
 
 
 
 
 
 
 
 
 
 
 
 
 
 
 
 
 
 

  

震后的四川  
 
 

8月24日记者招待会之后，两位来自中

国的代表讲述了2008年“5·12”大地震之后四

川的现况。李春女士（北川县图书馆馆长）

和李开成先生（绵竹县图书馆馆长）来到米 

 
 

10 

http://ifladill2009.wordpress.com/


 

数字时代的阅读 
 

想要更多地了解“数字时代的阅读”吗？想

要将学生培养为未来人才，帮助他们获得信息素

养、媒体与视觉素养以及21世纪所需的技能吗？ 
您可以考虑参加9月1日9：00-17：30在帕多

瓦大学玻之宫（Palazzo del Bo）召开的国际图联

－国际学校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议，会议主题为：

“数字时代的阅读：通过学校图书馆培养具有阅

读激情与辨别能力的读者”。 

您还可以考虑参加首次在意大利举办的第

38届国际学校图书馆协会大会（帕多瓦附近的阿

巴诺泰尔梅亚历山大皇宫酒店，9月2-4日），会议

主题为：“将学生培养为未来之栋梁：学校图书

馆的作用”。 

目前还有剩余席位（您既可以参加全部会

议，也可以只参会一天。目前在线注册已经截止，

但您可以在现场注册）。最后，欢迎您参加在帕

瓦尔和阿巴诺召开的会议，充分利用趣味横生的

大会议程安排，参加社会、文化和专业活动与参

观（如威尼斯、维琴察等），并结识来自于世界

各地的同行。 

 

欢迎登录

http://www.iasl-onlie.org/events/conf/2009

（即时更新见http://iaslonline.ning.com）或

http://iasl2009.educazione.unipd.it 查询。 

 

欲知详情请发送邮件至：

luisa.marquardt@gmail.com. 
 

绵竹县图书馆馆舍的破坏程度还未到

重建的地步，但需要大面积加固。这一期

间由18个临时分馆提供图书馆服务。 

 

本文及图片由科拉·科隆（Cora Collon）、何

欢、伊拉里亚·罗科（Ilario Ruocco）提供。 

 
 

您有关于国际图 
联大会的趣闻与其 
他代表分享吗？ 
 
 
请在每天14:00 之前将稿

件递交到国际图联秘书处办公

室（黄3房间）或国际图联快报

组（MR 4 & 5房间），投稿的截

止日期是8月26日（星期三）。 
 

所有国际图联快报的稿件

刊登前都要经过国际图联批准。 
 
那些未包括在大会正式议

程中的活动通知，国际图联快报

不予报道，这类信息应张贴在注

册区的综合信息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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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赞助商 
白金级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 
黄金级 
ProQuest公司 
银级 
Elsevier集团 
Infor公司 
铜级 
H.W Wilson公司 
联席赞助 
Springer公司 
Gale圣智学习出版集团 
EBSCO公司 
艾利贝斯有限公司（Ex-Libris）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 
Thomson Reuters科技信息集团 
BEIC基金会 
 
白金级大会赞助商：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 
 

黄金级大会赞助商： 

ProQuest公司 

 

银级大会赞助商：      
Elsevier公司 
 

Infor公司 

       铜级大会赞助商： 
H.W Wilson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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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 is the global voic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ome and join us!
IFLA includes members from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unity around the 
world. We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you 
to join us. You can participate in profes-
sional discussions, dialogues,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other activities through 
our many professional groups, on a broad 
variety of topics. Members receive free 
section registrations and free subscription 
to the IFLA Journal and IFLA Directory. 
Substantial discounts are available to you 
on IFLA congresses registration and IFLA 
publications. Join us and help define the 
agenda of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mmunity. 

Our Congress 
Each year in August IFLA organises the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This is where you meet colleagu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 perfect networking 
opportunity! 

Upcoming congresses: 
 ◆ 2009 Milan, Italy   
 ◆ 2010 Gothenburg, Sweden
 ◆ 2011 San Juan, Puerto Rico

Joining is easy!
Step 1: Select a membership category:

Association* 
Institution* 
Individual (€ 127) 
Student (€ 56)

Country of residence 
* Fees for these categories depend on type 
and country

Step 2: Fill in your email address 

and send back to:
IFLA Headquarters 
P.O. Box 95312 
2509 CH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Step 3: IFLA will contact you to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Or you can surf to 
www.ifla.org/membership



IFLA Headquarters 
P.O. Box 95312 
2509 CH The Hague 
Netherlands
Tel: +31-70-3140884 
Fax: +31-70-3834827 
E-mail: membership@ifla.org

Photo: Oslo Public Library by Maurice J. Freedm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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