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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区域办事处主任  

埃利扎贝特•玛丽亚•拉莫斯•德•卡瓦略

（ Elizabet Maria Ramos de Carvalho）

女士访谈记 
作者：文森特·邦内特（Vincent Bonnet） 

您为国际图联工作多久了？ 

首先，我想说我一直很高兴能够担任国

际图联区域办事处主任的职务。我从事这项

工作已经将近 20 年了！而这次大会上我将向

这个职位告别，但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参加国

际图联里的所有活动。这对于我的很多同事

来说是一个很令人吃惊的消息，但时光不留

人。不过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区域办事处 

的同事们已经提出希望我继续以顾问身份留

任一年，以便为波多黎各大会的启动做准备。

对此我怎能说“不”呢？ 

您在国际图联有过哪些难忘的经历？ 

有太多的回忆了！其中最难忘的一个是

西班牙语成为国际图联的工作语言之一。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由此，国际图联为

占据世界人口很大一部分的人们提供了获取

国际图书馆界最相关信息的机会。另外一个

美好的回忆是两次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举办

国际图联大会，其中一次是在古巴，另一次

是在阿根廷。当然第 77 届国际图联大会将于

2011 年在波多黎各召开。我相信这将是一次

了不起的盛会。 

您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葡式西语（Portugnol）

是什么意思吗？ 

（她笑了）你知道在我们这个地区，我

们时常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之间切换。而

我是个巴西人，我的西班牙语带着浓重的葡

萄牙风格。所以按我们国家的说法，我们说 

的是“葡式西语（Portugnol）”，也就是西

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混合语言。 

您如何看待区域办事处在国际图联中的作用？ 

区域办事处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国际图

联网络中的重要一环。通过这个办事处我们

建立了联络网，并承担着搭建本地区图书馆

界与国际图联之间直接联系的角色。在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很多非正式合作网络，

我们办事处也与它们保持着紧密联系。此外，

区域办事处还与地区专业组密切合作。二者

各有分工，但彼此共同协作，完成各项与文

化素养提升和知识信息自由获取相关的指定

任务。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区域办事处还与非

洲区域办事处和亚大区域办事处保持着密切

的联系。我们也与当地政府下属的各类机关

进行合作。我相信，将来区域办公室会继续

发挥重要作用。 

您对您的继任者有何建议？ 

像一名外交人员那样工作。我想这是最

重要的一件事。此外，与所有合作伙伴建立

良好关系，特别是与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同

事们。不断提升的外交技能是建立良好关系

的关键，也是推动你在本地区的工作的最佳

途径。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充分融合的世界

里，你必将需要与你的所有合作伙伴一起来

宣传图书馆和知识的自由获取。 

您会继续参加国际图联大会吗？ 

当然会！我喜欢国际图联。参与国际图

联大会是我与世界各地同事保持联系的最好

方式，我不愿因为任何原因而放弃。我在这

里已经结识了很多朋友、同事并且收获很多。

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将会继续参加国际图

联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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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选主席工作计划的会议 

作者：乔安•马格努松（Johan Magnusson） 

在头脑风暴会议中，国际图联当选主席

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征求参会代

表的意见，并提出她的主席任期主题，即

“图书馆塑造我们的未来”，分主题为无所
不包、变革、创新和凝聚力。帕伦特说，这

个主题是由她本人和管理委员会委员经过深

思熟虑之后提出的，她们希望这个主题能够

贴近人民和社区。 

在介绍了主题之后，分别对四个分主题

进行诠释。无所不包，指的是不带偏见的服

务所有人群，这是图书馆的支柱，也是图书

馆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变革指的是为了更

好的满足用户的需求而发生的变化。不同方

式的创新是为了提供新的工作方法和解决问

题的方法。最后，凝聚力，即与身边的机构

寻求合作，以更好的改进图书馆工作，改进

图书馆为用户所提供的服务。  

分主题介绍之后，50 名参会代表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他们分成数个讨论小组，每个

人可以加入不同的小组进行讨论，讨论 1-2

个分主题或者任期主题。讨论之后，每个小

组都提出了相当多的想法，主要集中在创新
和凝聚力这两个分主题上。一个小组说，创

新的工作方式是通过凝聚力实现的，因而产

生了变革的可能，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保罗•惠特尼

（Paul Whitney）说，主题可在多个层面上发

挥作用，但是正如头脑风暴会议所讨论的，

仍然存在一些需要理顺的地方。 

您的意见或建议将得到高度重视。如果

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致信给国际图联当选

主席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电

子邮件 Ingrid.parent@ubc.ca；或梅洛迪•伯顿

（Melody Burton），电子邮件

melody.burton@ubc.ca。 

 

 
 
 
 
 
 
 

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瑟琳·霍华德——

备受关注的受资助人 
作者：费德丽卡•马兰焦（Federica Marangio） 

凯瑟琳•霍华德是澳大利亚皇家盲人协会

（RSB）的项目官员。 

《新模式，新教育需求？》——凯瑟琳

的这篇论文被接收后，她的受资助之行就开

始了。凯瑟琳申请这一资助项目有两个主要

的原因：一个是她需要分享她关于“图书馆

学情报学领域的工作中所需要的技术与知识”

的研究成果，另一个是她渴望能够在一次国

际会议上获取演讲的经历并继续拓展南半球

与世界的联系。 

2008 年在她求学的过程中，她开始了解

到国际图联。那时她在修一个由塔林大学、

奥斯陆学院和帕尔马联合培养的国际硕士学

位。 她说：“我从来都没想到这会和我以及

我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关系。” 

她的工作是如何利用不断进步的数字技

术来管理数字图书馆的音频图书以促进这些

图书的使用。“过去，实现平等获取（知识）

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正是图书馆要解决的问

题。现在我们正在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局面。”

 

丽贝卡•塞尼欧罗获得第一届艾伦•泰

塞（Ellen Tise）领袖资助金 
作者：玛丽亚•尼加德（Maria Nygård） 

南非图书馆与信息协会将艾伦•泰塞领袖

资助金奖励给丽贝卡•塞尼欧罗（Rebecca 

Senyolo）。 

新的艾伦•泰塞领袖资助金以现任国际图

联主席的名字命名，旨在表彰南非图书馆与

信息协会里各个层面的积极行为。第一位资

助金得主丽贝卡•塞尼欧罗在该组织内部的各

个不同层面都非常活跃积极——从以前为分

支机构服务到目前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国

家公共关系官员。 

“我非常兴奋”，丽贝卡•塞尼欧罗这样

描述她的获奖感受，她非常希望能够加入这

个领袖计划，“我希望能从来自世界各地的

人们那里学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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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哥德堡大会发布的国际图

联出版物 

8月14日（星期六），国际图联召开了一

个特别会议，会上向大家展示了国际图联各

项专业活动的成果——一批新的出版物，目

录如下： 

 《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克里

斯蒂•昆茨（Christie Koontz）、芭芭拉•

古宾（Barbara Gubbin）编。 

 《社会科学图书馆：交叉学科馆藏、服务

与合作》，史蒂芬•W•威特（Steven W. 

Witt）、林恩•M•鲁道西尔（Lynne M. 

Rudasill）编。  

 《图书馆、档案馆与信息科学协会全球指

南》，第三版，完全修订版，亚历山德拉

•迈因霍尔德（Alexandra Meinhold）编。 

 《中国书法、印刷和图书馆工作历史与文

化遗产》，苏珊• M •艾伦（ Susan M. 

Allen）、林祖藻、程小澜、扬•博斯（Jan 

Bos）。 

 《法律图书馆指南（第二版）》，基斯•

库宁厄姆（Keith Cuninghame）编。 

 《国际图联流动图书馆指南》，伊恩•斯

特林格（Ian Stringer）编。 

 《全世界政府图书馆的使命与愿景》，国

际图联政府图书馆专业组成员 编，2010

年。 

 

海地最新进展报告会 
作者：苏菲•安顿（Sofie Andén） 

书架和墙壁倒塌，电脑摔落到地上——

这是在周五海地最新进展报告会上，代表们

看到的一个影片。海地国家图书馆的监控摄

像头拍摄到了今年早些时候的这次地震对图

书馆造成的破坏。 

全文请见 http://2010.ifla.org 

 

 

 

 

 
 

中奖者！！ 

国际图联 T恤衫的中奖者是：达塞·乌德列

（Dace Udre），拉脱维亚国家图书馆 

2011 年国际图联大会的免费注册中奖者是： 

陈宁，中国国家图书馆 

2011 年图联大会国家组织委员会抽取出下列

中奖者： 

CD 奖：  

 奥尔加·拉夫里克（Olga Lavrik），俄罗

斯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图书馆 

 布卢马（Bluma C. Peritz），耶路撒冷希

伯来大学 

晚餐券奖： 

 孟庆海，中国国家图书馆 

 奥尔加·托尔斯基科娃（Olga 

Tolstikova），俄罗斯国立外国文学图书

馆 

住宿券奖： 

 塔季扬娜·格里沙娃（Tatiana 

Grishaeva），俄罗斯诺里尔斯克中央图

书馆 

 雷吉娜·瓦尔尼艾娜（Regina Varnienė），

立陶宛国家图书馆 

祝贺所有中奖者！！ 

 “女强人无处不在” 

作者：约鲁·伯格奎斯特（Jorunn Bergqvist） 

为了纪念在 20 年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图

联大会上第一次举行的妇女问题圆桌会议，

上周五妇女、信息与图书馆特别兴趣小组

（WILSIG）安排了一次场外会议。在位于哥

德堡大学图书馆的国家性别研究资源图书馆

中，来自全世界的代表们一起讨论世界全球

妇女的公平问题（Global Women ś Fair），并

继续探讨她们的前辈们在 1990 年就讨论过

的一些问题。 

全文请见 http://2010.ifl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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