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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全体会议发言人：路易斯•莫利纳-卡萨诺瓦

（Luis Molina-Casanova） 

 

8 月 17 日 08:30 - 09:15 | 地点: A 大厅 

 

路易斯•莫利纳-卡萨诺瓦（LUIS MOLINA-

CASANOVA ），波多黎各本土电影制片人，波多

黎各圣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拥有波多黎各大学

市场营销与建筑专业，以及马德里大学传媒与电

影制作专业双学位。他曾多次成功地将波多黎各

本土经历和文学作品搬上大荧幕。他在圣心大学

执教了超过 30 年，同时，他曾还在墨西哥瓜达

拉哈拉大学和哈佛大学开设过电影制作课程。     

 

 

米兰•瓦斯列维奇（Milan Vasiljevic）：2011 年

杰伊•乔丹（Jay Jordan） IFLA/ OCLC 青年职业发

展奖学金计划得主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作为馆员培训师在贝尔格

莱德城市图书馆（Belgrade City Library）工作。

在这样一个动态环境中与同事开展工作，大家鼓

励我申请 IFLA/OCLC 奖学金计划。这是一个高密

度的，需要勤奋工作和以最积极的方式进行显著

参与的计划，是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员的

令人振奋的项目。 

 

请上网阅读米兰的访谈全文，并在大会中

向他介绍你自己！ 

 

 

 

加勒比地区的美好期待 

 

作为加勒比海地区的一名学校图书馆馆长，

我一直生活、工作、活跃在波多黎各，并积极响

应号召，加入了国际图联大会国家委员会。在过

去的两年，我亲眼目睹了我的波多黎各同事以及

加勒比海同行不断高涨的工作热情和团队凝聚力。 

 

我希望加勒比海地区能够成为创新性和突破

性项目、珍贵文献（如货单）以及其它重要知识

活动的发起地。最后，我需要补充一点，这些美

好期待以不同语种在我心中浮现，包括西班牙语、

英语、法语、荷兰语、克里奥尔语、帕皮阿门托

语以及各种方言。 

 

 

改善生活：来自拉丁美洲学习奖（ATLA）获得

者的经验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最新会议 

 

8 月 17 日 11:45-13:45 | 地点：209 房间（178 会议） 

 

图书馆和知识获取是人类生活改善的推动力。

拉丁美洲学习奖获奖者将会介绍他们使用公共存

取获取信息技术来改善人类生活的实用技巧和最

佳实践。 

 

会议将介绍以下内容： 

• 阿根廷议会图书馆 

• 哥伦比亚波哥大首都公共图书馆网络

（BibloAmigos/Bib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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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麦德林公共公司基金会(EPM 

Foundation)以及麦德林的公共图书馆网络 

• 危地马拉图书馆项目（Probigua） 

• 墨西哥德瓦斯康塞洛斯项目（Vasconcelo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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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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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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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关注的受资助人：西尔维娅•塞西莉亚•安

塞尔米 

 

参加国际图联，让我有机会向大家介绍阿根

廷在加强图书馆的社会形象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以及图书馆协会如何通过@你的图书馆 

（@yourlibrary）项目框架内的相互支持与信息

咨询活动建立与社会和政府组织的联系。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也希望能够熟悉了解

新型的创新服务与技术，开发新的视野和不同的

途径，体验不同的文化和图书馆来充实自己，加

强机构间的互惠合作，构建一个世界范围的专业

人士与同行的网络。 

 

 

国际图联先生离任„„  

 

有些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今年国际图联世界

图书馆与信息大会将要失去一位最有价值的与会

者、支持者、协调者及大会舞者：斯杰德·库伯

曼，国际图联总部的专业项目主管，也是我们来

自国际图书馆界各位成员心目中真人版的国际图

联先生。不过理由还是令人愉快的，斯杰德•库

伯曼从 8月 1日起离开国际图联，开始享受其应

得的、也有望是悠长且愉悦的退休生活。在斯杰

德离任前夕，他愉快的同意了我们的采访。 

采访全文请到国际图联大会网站查阅！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提名 5 位图书

馆员加入 2012 年度杰伊•乔丹（Jay Jordan） 

IFLA/OCLC 青年职业发展奖学金计划 

 

2011年 8月 15日,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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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共同提名了

5位图书馆员参加 2012年度杰伊•乔丹（Jay 

Jordan）IFLA/OCLC青年职业发展奖学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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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召开的第 77届国际图联

大会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杰伊•乔丹（Jay Jordan）公布获得 2012年度

杰伊•乔丹（Jay Jordan）IFLA/OCLC青年职业

发展奖的图书馆员名单。2012年的获奖者是： 

 埃弗阿·阿伊娅（Efua Ayiah）夫人，加

纳温尼巴教育大学助理图书馆员 

 格拉迪丝·蒙加伊（Gladys Mungai）女

士，肯尼亚内罗毕公共政策研究分析机构

（KIPPRA）助理图书馆员 

 沙菲·拉赫曼先生，孟加拉共和国达卡国

际痢疾研究中心（ICDDR,B）信息专员 

 腾泽拉·肖卡特（Tanzela Shaukat）女

士，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家灾害管理局图

书馆员 

 恩戈齐·乌卡赤（Ngozi Ukachi）夫人，

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二级图书馆员/编目

员 

 

加入愉快的文化之夜 

2011 年 8 月 1 日 19:00 - 22:00 

地点：波多黎各会展中心 

赞助：波多黎各旅游公司 

（从会展中心到各个酒店的穿梭巴士将整晚运行，

直至 21:45） 

 

紧急通知！ 

 

会场变更 

2011 年 8 月 17 日 13:45 - 15:45 

第 185 场会议（session 185）——学术与研

究图书馆热门话题：克服经济衰退 —针对图书

馆转型变化的管理——学术与研究图书馆专业组 

会场变更为 208 房间 

 

2011 年 8 月 17 日 13:45 - 15:45 

第 188 场会议（session 188）——加勒比地

区、中美洲和南美洲报纸的生产、发行和保存。

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和新闻媒体——报纸专业组 

会场变更为 A 展厅 

 

展览开幕与开幕酒会 

2011年 8月 14日 

作者：诺拉伊达•多明戈斯 

 

在展览开幕式正式启动前的几分钟里，人们

都在好奇的琢磨着，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下午

4点过后几分钟，鼓号开始齐鸣，很显然接下来

整个展览会场将会有音乐蔓延开来。一个踩高跷

的人、一个戴大头面具的“大头人”，和一个小

丑组成了一个小乐队，这三位出场的人物代表着

波多黎各的民间风俗，为到场的所有代表带来了

一场富有感染力的音乐和舞蹈演出。声音、节奏、

色彩和人群聚集融合在一起，与音乐和舞蹈交织

辉映，呈现出一片具有浓郁的波多黎各风情的节

日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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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展会开始准备接待与会代表，在

接下来的三天里，代表们可以去不同的展台参观

交流、熟悉了解创新服务与产品，并有可能开启

一段新的合作。如果不幸错过了开幕式，也不必

遗憾，因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鉴于国际图联向

来都会把最好的社交活动、文化、专业以及教育

体验汇集到一起，我们保证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

将会有更多更精彩的音乐、舞蹈、聚会以及信息

交流的机会。请您尽享国际图联盛会！尽享在波

多黎各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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