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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6 届国际图联大会开幕式 

在去年米兰召开的图联大会闭幕之际，

瑞典国家委员会向大家诚挚致意：“哥德堡

见！”而在今年，当参会代表们走入 B 大厅

参加星期三举行的开幕式时，他们再次受到

图书馆志愿者的热烈欢迎，每个人都获赠了

一包颇受欢迎的瑞典糖果，上面印着“欢迎

您！”。现场气氛热烈无比——当超过 3000
名图书馆员再次汇聚一堂的时候怎么能不热

烈呢？ 

在国家委员会主席阿格妮塔•奥尔森

（Agneta Olsson）向大家致以热情洋溢的欢

迎辞之后，国际图联主席艾伦·泰塞女士

（Ellen Tise）登上了讲台。她向瑞典国家委

员会表示感谢并指出，此次大会是瑞典第四

次承办国际图联大会，这使得瑞典成为承办

国际图联大会最多的国家。在宣布会议开始

之后，她充满热情地论述了她的主席任期主

题“图书馆推动知识获取”。 

开幕式大厅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代

表，这让第二位发言人扬·埃利亚松（Jan 
Eliasson）回忆起了他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时

的情景。根据他的经历，他认为话语和知识

获取对实现和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开幕式以 ABBA 模仿乐队的表演结束，

难以计数的闪光灯、欢呼声和舞台前方的舞

动的人群表明，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出。 

作者：索菲·安顿（Sofie Andén） 

 

汉斯•罗斯林将在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

上演讲 
以事实为基础的世界观 

8 月 13 日 08:30-09:15|地点：B 厅 

国际图联主席艾伦•泰塞(Ellen Tise)的介绍 

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是瑞典斯

德哥尔摩医科大学卡罗琳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国际卫生部教授。当他作为一名年

轻的医生在莫桑比克工作的时候，他发现了

一种未知的麻痹疾病，他的研究小组将这种

疾病命名为麻痹疾病（konzo）。他二十年来

对全球健康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非洲、亚洲和

拉丁美洲地区经济与健康之间的相关性。 

 

开幕致辞 
国际图联主席艾伦•泰塞（Ellen Tise） 

艾伦•泰塞在第 76 界国际图联世界图书馆与

信息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详见大会网络

直播网站：http://2010.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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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绍尔出版社/国际图联研究报告奖 

获奖者是： 

波林•尼古拉斯（Pauline Nicholas），

西印度大学总部图书馆（位于牙买加莫纳）

电子参考咨询馆员。 

该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奖给那些基于对

出版和信息获取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的最佳

研究报告。 

今年的主题是数字图书馆，分主题为： 

• 数字化过程 

• 数字信息的存取 

• 数字资料的保存 

• 数字图书馆的使用和用户 

更多信息详见 http://2010.ifla.org 

 

能获取信息与知识——一个有关尊严

和权利的问题 

2010 年 8 月 12 日 10:00-11:00|地点：外场 

今天早上全体会议之后，我们诚邀所有

人参加与全体会议发言人亨宁•曼凯尔

（Henning Mankell）和国际图联信息和通讯

技术发展组织（ICT4D）的克里斯特尔•曼克

（Christel Mahnke）的非正式讨论。 

地点：天气允许的话，讨论将在哥德堡大学

图书馆（中心图书馆）门前的草坪上进行。

如果有雨，讨论将会在哥德堡大学图书馆内

的会议室举行。 

 

 

来自斯里兰卡的娜米莉•苏拉维拉——

备受关注的受资助人 

娜米莉（Namali Suraweera）把这次大会

看作是继她 2008 年参加图书馆发展进步行动

委员会（ALP）研讨会之后，继续了解国际

图书馆学专业的好机会。她认为这次会议为

她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她得以与其

他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合作、分享经验以及

探索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娜米莉对那些有

助于她回国以后可以用于实践中的新技术特

别感兴趣 

娜米莉在新西兰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业。

在她的家乡斯里兰卡，她担任图书馆学和情

报学专业的讲师。她希望她的学习能够为她

提供更广阔的、全球性的视角，并把它带回

家乡。 
“斯里兰卡的图书馆非常传统，公共图

书馆里还没有提供公共计算机。因此，斯里

兰卡图书馆还需大力发展以满足不断变化的

用户需求。图书馆需要推销自己，提升在社

会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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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哥德堡大会上的移动图书馆 

8 月 11-13 日（星期三到星期五）期间，

将在会展中心主入口举办现代瑞典移动图书

馆展览。 

以下市镇已经做好向国际图联参会者展

示他们的图书馆的准备： 

• 8 月 11 日（星期三）：来自墨恩达尔

（Mölndal）、孔斯巴卡（Kungsbacka）
的展出车（展览截止到午餐前*） 

• 8 月 12 日（星期四）：来自永比

（Ljungby）、斯泰农松德

（Stenungsund）、塞夫勒（Säffle）的展

出车 

• 8 月 13 日（星期五）：来自法尔肯贝里

（Falkenberg，2 辆）、赫加奈斯

（Höganäs）、韦纳穆（Värnamo）的展

出车 

 

 “图书馆塑造我们的未来”——新任

当选主席英格丽德•帕伦特主持的头脑

风暴会议 

8 月 13 日（星期五）9:30–12:45，H2 会议室 

谨代表新任当选主席英格丽德•帕伦特

（Ingrid Parent）欢迎大家参加头脑风暴会

议，与她共同思考，共同打造其 2011-2013
年主席任期主题。 

议程详见： 

http//2010.ifla.org 

 

 

海地的图书馆：最新进展 

2010 年 8 月 13 日 13:45-15:45 

地点：Congressen Hall 

本届大会上，没有人会忽视 2010 年 1 月

发生在加勒比岛国海地的大地震。成千上万

的生命在地震中逝去，更有许多人在地震中

受伤，建筑物与众多基础设施也在地震中遭

到了严重的毁坏。 

无疑，海地图书馆及提供图书馆服务的

人们也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明天的会议上（115 号会议），来自

海地图书馆界的代表们将向我们介绍海地图

书馆当前的形势。届时，也将播放几个记录

性的电影短片。 

与会的同事将向我们讲述一些目前正在

进行的援助项目，以及国际图书馆界可以通 

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海地重绘图书馆蓝

图。 

届时将有充足的提问时间。本次会议将

提供所有国际图联工作语言的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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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国际图联《世界报告》今日发布 

2010 年 8 月 12 日 12:59 

国际图联很高兴宣布将发布最新一期

《世界报告》。《世界报告》首次实现网上

全数据检索，并配有地图导引界面。这份最

新报告由比勒陀利亚大学西奥•博特马（Theo 
Bothma）教授负责的项目组撰写，内容包含

122 个国家的图书馆环境的详细报告。具体

内容将于 8 月 14 日（星期六）在网站上公

布。 

 

请领取您选举所需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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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通知： 
156 号会议——图书馆与 Web 2.0 特别兴趣组 
13:45-15:45 地点 F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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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