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第 76 届国际图联大会   
“开放知识获取——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 
瑞典哥德堡 2010 年 8 月 10 日-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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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主旨发言人 
文字的力量——全球化时代的交流和信

息获取 
8月11日11:00-12:30|地点：B大厅 
10:30大厅开放 
扬•埃利亚松曾担任第六十届联合国大会

主席。那时他是瑞典驻美国大使，自2000年9
月到2005年7月，他一直担任该职位。2006年
3月27日，埃利亚松先生被任命为瑞典外交部

长。在大会的互动网站上，可以看到埃利亚

松先生的完整传记。 
http://2010.ifla.org 

 

国际图联秘书处：R24/25房间 
国际图联总部秘书处会协助与会代表和

国际图联成员解决各种现场可能出现的问

题。您可以到R24/25房间找我们，咨询如何

成为国际图联会员，领取理事会会议投票的

相关文件，或咨询其它任何您需要我们帮助

的问题。 

 

国际图联之夜专区联谊 
哥德堡城市图书馆是您晚上会面和社交

活动的场所。您可以从这里开始晚间活动，

还可以走出去，享受这个城市在第三届约塔

广场（Götaplatsen）文化节期间给您提供的

各种活动，活动时间是每晚20:00-01:00(您的

代表证即是入场券)。 
 

 
 
 

开幕式议程 
8月11日11:00-12:30|地点：B大厅 
10:30大厅开放 
开幕式上将播放一段视频，展示您将在

瑞典体会到的精彩之处，同时还会有音乐表

演。 
• 音乐表演：吉它手托马斯•安德森

（Thomas Andersson） 
• 开幕辞：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

会国家委员会主席阿格妮塔•奥尔森

（Agneta Olsson） 
• 国际图联主席致辞：国际图联主席艾伦•

泰塞女士（Ellen Tise） 
• 音乐表演：歌剧演唱家萨拉•维登（Sara 

Widén）和吉它手托马斯•安德森 
• 主旨发言人：扬•埃利亚松（Jan 

Eliasson） 
• 敬请欣赏绝妙的的ABBA模仿乐队滑铁卢

带来的精彩表演 
• 结束辞：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

会国家委员会主席阿格妮塔•奥尔森 
瑞典风味午餐：开幕式后，在 D 厅举行 

 

展览开幕与接待 
8月11日16:00-18:00|地点：展览大厅 
英格里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将于

16:15宣布展览开幕。欢迎您参观国际图联的

展位(C122)，与各位国际图联代表以及明年

在波多黎各圣胡安举办的图联大会的主办方

代表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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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主席致辞 
 
8月11日11:00-12:30|地点：B大厅 
10:30大厅开放 
国际图联主席艾伦•泰塞（Ellen Tise）将

在开幕式上致辞。致辞全文将翻译成所有7种
国际图联工作语言，提供在我们的互动网站

上： 
http://2010.ifla.org 

 
 
全体会议发言人亨宁•曼凯尔 

 
能读写——一个有关尊严的问题 

        8月12日08:30-09:15|地点：B大厅 
 
雪，很厚的雪，是亨宁•曼凯尔

（Henning Mankell）最初的记忆之一，在之

后的生活中，在决定要将自己的时间分给莫

桑比克和瑞典之后，亨宁写到： 

——我一只脚站在雪中，一只脚站在沙

中。 

 

在非洲的工作和生活为亨宁•曼凯尔提供

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视角来透视瑞典和欧洲。

亨宁•曼凯尔在非洲问题上的坚持和努力，使

他在2005年获得德国联邦总理霍斯特•科勒

（Horst Köhler）的邀请加入其非洲伙伴

（Partnership with Africa）项目。2008年6月，

曼凯尔获得了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在大会互

动网页上，可看到曼凯尔先生的完整传记： 
http://2010.ifla.org 

 
 

 
 
 
 
 

请领取您参与投票所需的资料！ 

所有参加投票的代表请到国际图联秘书

处投票办公室（24/25房间）领取有效的选

票。 

选票只发给持有相关机构正式签发的国

际图联2010投票表格的代表。 
 
请尽早领取您的选票。不要到最后时刻

才来领取！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将于2010年8

月14日（星期六）16:15在哥德堡会展中心B大

厅召开，会议一开始即举行投票。 
 
所有国际图联的协会会员代表请务必携

带选票以及代表证（Quorum Card）（白

卡）出席全体会员大会。 

 

赢取2011年免费注册的机会！ 

在8月13日（星期五）下午17:00之前将您

的名片交给国际图联展台（C122）或者国际

图联秘书处（R24/25），您就有可能获得

2011圣胡安大会免费注册的机会！抽奖将于8

月14日（星期六）早上举行，并将在大会通

讯和网站上公布。 

 

赢取国际图联T恤衫！ 

请在8月13日（星期五）下午17:30之前将

您的名片交到展厅的国际图联展台(C122)或者

大会秘书处(R24/25)。抽奖将于8月13日（星

期五）举行，获奖者名单将在大会通讯和网

站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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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动预告 
全部内容见大会互动网站：

http://2010.ifla.org 

 

• 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 2010 求知

新途奖计划 
8 月 12 日 16:00-18:00|地点：F1-2 房间 

 
2010 求知新途奖的获奖名单将在会上宣

布。欢迎大家届时参加！ 

 

• 记者招待会 
8 月 12 日 9:30–10:45|Congressen 大厅 
 
会上将会公布重要通知、奖项、最新消

息和其他国际图联相关重要新闻。欢迎大会

代表和各位新闻界人士到场。 

 

• 海报展！ 
8 月 12 日和 13 日 12:00-14:00|展览厅 
 
展览区内大约有 140 张海报展示。这些

海报组合在一起，为大家展示了来自世界各

地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以及信息计划与项目的

概貌。 
 
配合海报展的报告共安排两场，每场两

小时，分别在 2010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和

13 日（星期五）的 12：00-14：00。不要错过

这个学习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迎新会议 
2010 年 8 月 11 号 13:45-14:45|地点：B大

厅 
这是您第一次参加国际图联大会吗？ 
迎新会议给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大会的

同事提供了一个议程。几位已经参加过多年

大会的国际图联活跃分子，将会介绍大会和

国际图联组织各方面的情况。 
您将会拿到为新参会者准备的资料袋，

包括可以与您的名字徽标配套使用的新参会

者丝带。欢迎您在会后留下来享用茶和咖

啡。 

 

会员推广活动 
如果您在会议期间加入国际图联*，您的

会员资格将有效至明年年底。这意味着您获

得了本年度剩余时间的免费优惠！ 
优惠包括： 
• 订阅《国际图联期刊》 
• 免费获得《国际图联指南》 
• 专业组注册 
• 国际图联/绍尔出版公司系列出版物的

折扣 
• 国际图联馆际互借（ILL）代金券折扣 
 

今天就加入国际图联吧！ 
 

       *会费必须在大会期间以现金或信用卡的

方式交付。 

 

欢迎您明年到圣胡安来！ 
现在就了解相关信息！ 
 
波多黎各国家委员会的代表将在现场为

您介绍圣胡安以及大会的相关信息。 
 
欢迎您来参观，并领取 2011 年国际图联

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第一期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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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我们改进国际图联大会 
今年，所有大会的参会人员将会再次受

邀参加一项对今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的

网上评估。 
 
大会结束大约一周后，我们会通过电子

邮件的形式将调查问卷的网络链接地址发给

所有注册的代表。该问卷支持国际图联的所

有 7 种官方语言。 

 

给国际图联核心项目捐赠 

您愿意资助某个国际图联的项目吗？ 
何不考虑一下为国际图联的核心项目捐

赠呢？ 
国际图联的核心项目主要有： 
• 信息自由获取与言论自由委员会

(FAIFE) 
• 版权及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CLM) 
• 图书馆专业在新兴经济体中的进步发

展(ALP) 
• 通用机读编目格式核心项目

(UNIMARC) 
• 国际图联保存保护项目(PAC) 
• 国际图联——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数

字战略联盟(ICADS) 
如有疑问，请联系国际图联总部。 
捐款表请见大会互动网站： 
http://2010.ifla.org 

 
 

实时跟踪大会！ 

http://2010.ifla.org 
今年国际图联将使用社会化媒体，为您

提供最好的国际图联大会参会体验。在

http://2010.ifla.org上，您将看到大会的所有

新闻并及时跟踪国际图联大会的会议议程。 
 
而且还有更多！ 

这个网站将发布国际图联记者、大会发

言人以及您所提供的内容！访问网站，您可

以聆听观点，欣赏图片和视频，浏览博客和

微博，并成为国际图联网络的一部分！ 
请将您的笔记本电脑链接到免费的无线

Wi-Fi网络，并定期访问 http://2010.ifla.org
实时跟踪所有的大会新闻。 

您没有带笔记本？不用担心。在大会会

议中心的专属区域，有我们为您免费提供的

电脑。 

 

欢迎您与我们分享在国际图联 2010 年
大会期间的经历！ 
• 您有 Twitter 账号吗？ 

使用标签#ifla2010 以便我们能很容易地

找到您的微博。 
• 您在本届国际图联使用博客吗? 

在您的博文上贴上 ifla2010 的标签，这样

我们将会把您的博文加到我们的活动流

程中。另外，您还可以联系

webmaster@ifla.org正式注册您的博客。

注册后，您将获得授权，在您的博客上

贴上国际图联博客的标志，并在大会会

议中心佩带国际图联博客丝带。 
 
您想分享照片吗？ 
请将照片上传至 Flickr，Picasa 或者其他

图片分享网站，并将您的 URL 地址用电子邮

件发给 webmaster@ifla.org，这样我们就可以

链接到您的图片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