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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主席开幕式发言 
 

国际图联主席艾伦·泰塞（Ellen Tise）开幕式发言稿

全文见：  http://2011.ifla.org。 
 

 

    当选主席英格丽德•帕伦特的规划会议 

8 月 16 日 09:30 - 12:45 | 地点: 208 房间 (会议 126) 

 

国际图联当选主席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欢迎大家参加规划会议，与她共同思考，共

同打造其 2011-2013 年主席任期主题。 
图书馆能够并且正在影响未来。由信息和知识

引发的改变，将对个人和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性影

响。 

聆听 4 位嘉宾描述或设想图书馆何以成为改变

的力量。与国际图联当选主席英格丽德·帕伦特一

起，针对这一主题，在互动会议中发表您的意见。 

 

9:30 – 9:40 欢迎辞                    

梅洛迪·伯顿（Melody Burton） 

9:40 – 9:55 会议内容介绍     

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 

9:55 – 11:00 发言:  

理查德·阿图提（Richard Atuti）, 肯尼亚国家图书

馆服务部主管 

阿纳赫拉·莫尔胡（Anahera Morehu）, 奥克兰大学

图书馆毛利族和太平洋岛民服务部主管 

洛伊达·加西亚-费博（Loida Garcia-Febo）纽约皇后

区图书馆新美国人项目协调员 

塞巴斯蒂安·维尔克（Sebastian Wilke）, 新职业特

别兴趣组召集人 

11:00 – 12:00 呼吁行动    各小组成员 

12:00 – 12:35 小组报告    小组组长 

12:35 – 12:45 结束语         英格丽德/ 梅洛迪 
 

从圣胡安至佛得岛沿途美食推荐 

波多黎各国家委员会为您罗列了 30 多家美食餐

厅，详细名单请见：

http://express.ifla.org/sites/default/files/files/san-juan-

miramar.pdf                                                                                    

明天全体会议的发言人：玛伊拉•桑托斯•费布

莱斯 

8 月 16 日 08:30-09:15 | 地点：A 大厅  

玛伊拉•桑托斯•费布莱斯（Mayra Santos-Febres）

是波多黎各青年作家，撰写诗歌、散文、故事和小

说。她还是波多黎各大学里约•彼德拉斯校区（Río 

Piedras Campus）的文学教授和文化倡导者。她在波

多黎各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又在康奈尔大学取得

了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国际十进制分类法（UDC）最新进展 

国际十进制分类法编辑组将于 8 月 18 日（星期

四）13:15-14:15 召开国际图联年度最新进展会议，

地点在 102A 房间。 

国际十进制分类法编辑组以及国际十进制分类

法联盟的成员将会介绍当前发展动态，新的翻译版

本以及新的服务计划。国际十进制分类法用户和出

版商将受邀加入该团队，并藉此机会探讨国际十进

制分类法的相关议题。 
 

 

版权与国际图联：挑战与机遇 
 

以下是对新任国际图联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委员会（CLM）

主席维多利亚•欧文（Victoria Owen）女士的一段采访。 

 

为什么图书馆员需要了解版权问题？ 

版权问题影响着图书馆的各项活动。一方面，

原生新兴的数字馆藏资源在信息获取与保存方式上

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图书馆员也需要了解数字化

以及新技术对馆藏与服务所产生的影响。 

信息政策是 21 世纪的图书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图书馆员对其国内乃至全球信息政策的形成方

式产生了主要的影响。商业机构只顾自身利益，大

多数在版权问题上都站在了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对立

面；然而图书馆员必须坚持原则，确保在数字资源

的条款规定范围内合理获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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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图书经济能保证言论自由么？ 
 
8 月 15 日 13:45-15:45 | 地点：A 大厅  

 

信息获取和言论自由/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会议

将试图采用一种创新性的小组讨论形式来探究这一

问题的实质，届时哥伦比亚大学的肯尼斯•克鲁斯

（Kenneth Crews）教授将与业内翘楚在电子书辩论

环节展开讨论。 
 

开放获取新协议：                                                       

纪念绍尔出版公司与国际图联 40 年合作之路 

绍尔出版公司与国际图联经协商同意将国际图

联 16 种出版物开放获取至绍尔公司的 Reference 

Global（http://www.reference-global.com/）平台上，

此举旨在协力提高国际图联出版物的全球影响力。

早在 40 年前，KG •绍尔先生与国际图联签订了第一

本出版物的开放获取协议。经过多年的合作发展，

越来越多的国际图联出版物搭载绍尔公司的平台供

用户开放获取，其中既包含定期出版的国际图联系

列刊物，也有关于书目控制的国际图联连续出版物。 

2011 年国际图联学术与研究图书馆专业组 

征文大赛获奖名单 
 

今年，国际图联学术与研究图书馆专业组将为

三名来自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的获奖者提

供公费资助，用于支付其参加 2011 年国际图联大会

的注册费用和其他开支。获奖名单如下: 

艾 丽 森 • 阿 内 • 基 内 季 耶 里 （ Alison Annet 

Kinengyere）， 阿尼亚•托雷斯•庞博特（Ania Torres 

Pombert ）和韩丽艳（ Han Lee Yen）。 

 

第 9专业组 80 岁生日快乐！ 
 

面向特殊需求群体的图书馆服务专业组（LSN）

今年迎来了成立 80 周年庆典。该专业组于 1931 年 8

月 29 日成立，恰在国际图联成立四年之后。它是国

际图联成立最早的分委员会之一，并且是最早关注

针对特殊用户群体的图书馆服务。 

面向特殊需求群体的图书馆服务专业组是圣胡

安大会两个会议的共同发起者： 

 1. 图书馆用户应包括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和青少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16:00-18:00，与儿童与青少

年图书馆专业组合办； 

 2. 跨越健康信息的访问障碍 

8 月 17 日（星期三）9:30-12:45，与健康与生命

科学图书馆专业组合办， 

请加入我们的行列——或许您也愿意同我们共

祝生日！ 
 

 

备受关注的受资助人：希马•莫拉迪（Shima 

Moradi）  
 
目前我正在伊朗德黑兰的伊斯兰阿扎德大学攻读图

书馆与信息科学博士学位。在伊朗选择学术专业与

在其他国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被图书馆与信息

项目组选中，并努力继续研读计算机科学。这使得

我能够在博士阶段把图书馆和信息科学与计算机科

学这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 

相信这样一个致力于学术交流的会议，是认识我们

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交流经验的绝佳机会。我期

待能够遇到新的同行、收集更多的信息、熟悉重要

的创新。  
 

 

给斯杰德（Sjoerd）留个言吧！ 
 

可能您已经知道，国际图联的老员工斯杰德•库

伯曼（Sjoerd Koopman）刚刚退休。斯杰德在过去

13 年里一直是国际图联总部工作人员中的骨干力量，

这期间，他见证了国际图联的成长历程与诸多变化。

斯杰德始终能够欣然接受各项挑战，为管理理事会、

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单位、所有会员、我们的团体

和其他合作伙伴，以及工作人员都提供了宝贵的支

持。斯杰德对我们的图书馆事业以及国际图联发挥

的作用有着极大的热情，国际图联也从中受益颇多。 

请于 8 月 17 日（星期三）之前莅临国际图联展

台（628），在一件加大号 T 恤衫上为斯杰德写下您

的亲笔留言，这件 T 恤衫将在圣胡安大会后赠于斯

杰德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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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波多黎各！ 

波多黎各拥有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滩，神奇的热

带雨林和叹为观止的山川。作为世界上文化最悠久、

最丰富多彩的国度之一，波多黎各融合了西班牙、

非洲、印度和美国的文化特点，是一个充满活力、

现代气息浓郁、有两种常用语言的多元文化社会。

迷人的 16 世纪古老地域上建造出 21 世纪的便利设

施，兼具超现代化气息与迷人的异国风情，波多黎

各的确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岛屿。首都圣胡安市是波
多黎各居住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波多黎各文化是古往今来多国文化相互融合的

产物。当代的文化载体彰显岛屿悠久的历史，并有

助于建立一个文化的大熔炉——融合了泰诺（印第安

土著）、西班牙、非洲、欧洲、亚洲、中东、北美，

当然还有拉美的各国文化。 

国际图联出版物会议 

8 月 16 日 09:30 - 11:30 | 地点: 209 房间  

主持人：英格伯格·沃赫尔（ Ingeborg Verheul ），

国际图联外联与服务部主任 

参与本次会议，您将有机会逐一回顾过去一年

国际图联出版计划中涌现的重要出版物。这些优秀

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还将就其最新的出版物进行宣

讲，与您分享这些出版物的产生背景，并向您介绍
这些新出版物在图书馆界不同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新出版物种类丰富，与国际图联的多元化活动

相得益彰，其研究内容涉及书目控制、学校图书馆
研究、早期印刷书籍、图书馆报纸管理等。 

您可借此机会与作者见面交流，了解学科最新

发展动态，当然您还可在现场订购最新的出版物！ 

 

 

 

 

建设强大的图书馆协会：2011 年入选国家名单

公布 

菲奥娜·布拉德利（Fiona Bradley） 
 

自 2010 年推出“建设强大的图书馆协会计划”

（BSLA）以来，该计划已经在 6 个国家成功推行，

并开展了多项研讨会和外联活动。该项计划从培训

人员、模块到项目内容都在逐步发展。 

国际图联非常高兴地宣布入选 2011 年“建设强

大的图书馆协会计划”的国家。尼泊尔（亚洲与大

洋洲专业组）和阿根廷（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专

业组）从强劲的申请阵容中脱颖而出。尼泊尔图书

馆协会将重点放在会员资格、可持续性和宣传倡议

方面。阿根廷图书馆协会以更有效地与其他图书馆

协会及组织合作为目标，并将倡导新的行业规范。 

每个协会将配备一名来自其所属区域的经验丰

富的培训人员。亚洲与大洋洲常设委员会委员麦

克·罗宾逊（Mike Robinson）和林志凤将负责尼泊

尔的培训事务。另外，我们高兴地宣布，最近刚从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区域办公室退休的埃利扎贝

特·德卡瓦略（Elizabet de Carvalho）将担任阿根廷

的核心培训人员。 

网络平台 
所有“建设强大的图书馆协会计划”的模块现

已通过国际图联在线学习平台向会员开放。不同语

种材料的译本也将及时上传，包括阿拉伯语、西班

牙语以及法语。有几个模块的西班牙语版已经面向

全体国际图联成员开放。欲了解更多信息、注册并

访问平台，请登陆国际图联在线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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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来领取选票！ 

所有参与投票的代表请到国际图联秘书处(203房间)
领取有效的选票。 

选票只分发给持有相关机构正式签发的国际图联201
1投票表格的与会代表。 

 请您尽早来领取选票，不要到最后时刻才来

领取！投票时间为2011年8月17日（星期三）

16:15，地点在圣胡安会展中心A大厅，将在

第一次全体大会会议一开始进行。 

 所有国际图联的协会会员代表请务必携带选

票和代表证出席全体 

会员大会。 
 

海报展 
 

在展厅，您将会看到150多张不同海报的展示。

这些万花筒般的海报将带您了解世界各地大大小小

且具代表性的图书馆和信息情报计划以及项目概况。 

 

海报展将分别在 2011 年 8月 15 日(星期一)和 8

月 16日(星期二) 12:00 至 14:00 的两个小时之间有

发言人现场讲解。 
 

如需圣胡安海报展的完整目录（附有详细说

明），请访问： 
http://conference.ifla.org/ifla77/poster-sessions  

更正 
 

主题为“非专业图书馆员的影音馆藏（场外会

议）—视听与多媒体专业组”的第 120a 会议仍有席

位可供参加。时间为 8 月 16 日（星期二）09:00-

18:00。具体请参见国际图联大会议程。请于星期一

14:00 之前至国际图联秘书处（203 房间）登记。会

议将提供交通工具和午餐。 

 

 

迎新会议 

完整报道请上网查阅  

迎新会议，8 位发言人分别针对作为国际图联大

会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国际图联

同传协调人安帕罗·鲁耶达(Amparo Rueda)邀请我

们在未来 国际图联大会上 发言。她介绍了通过书面、

口头和 powerpoint  等发言的技巧。 

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顾犇主任介绍了许

多新人可以分享和汇报他们在国际图联大会经历的

方式，包括通过 Flicker 分享照片、写博客，并写报

告和论文与同事们分享。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委员，加纳的海伦娜·阿萨

莫阿-哈山(Helena Asamoah-Hassan)，详细介绍了国

际图联以及大会的组织结构。她积极鼓励新人参加

委员会会议，了解国际图联的工作。新职业特别兴

趣组召集人塞巴斯蒂安·威尔克（Sebastian Wilke）

谈到了吸引新的信息从业人员和学生来参加国际图

联大会并加入新职业特别兴趣组的重要性。 

展览主管斯文·方达（Sven Fund ）指出了他从

近些年国际图联大会参展商看到的一些主要趋势。

波多黎各旅游局的维罗妮卡·(Veronica Hernandez) 

与大家分享了波多黎各诸岛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景

点 ，并力邀国际图联大会的参会者，享受波多黎各

多彩的活动、风光和文化。加勒比地区图书馆馆长

阿尔玛卢塞斯·菲格罗亚(Almaluces Figueroa)介绍

了波多黎各不同类型的图书馆和信息机构，包括专

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 

作者：马丁内斯(Yariliz R. Quiles Martinez) 

翻译助理： 理查德·谢尔（Rachel S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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