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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员大会——闭幕式议程 

8 月 18 日 16:15 - 18:00 |地点: A 大厅 （第 218 场会

议） 

1. 奖项颁布 

2. 新任管理委员会介绍 

3. 2012 年芬兰赫尔辛基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

会的邀请 

4. 宣布 2013 年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举办地 

5. 公开致谢 

6. 当选主席英格丽德•帕伦特（Ingrid Parent）

致辞  

7. 大会闭幕 

 

未来的图书馆员 

普里西玛•森特诺• 阿拉约（Purísima Centeno Alayón） 

 

德瑞克•劳（Derek Law）教授用著名学者安东尼

•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的一

句名言“对于未来，你能做的不是预见，而是实现”

为题目开始他的发言，向大家展示了未来图书馆员

的工作是不可预见的。他借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的研究成果、名人典范以及未来图书馆员的

关键特征进一步说明了这一观点。他首先根据国际

商业机器公司（IBM）的一项研究谈到未来的事业。

他说未来图书馆员必须渴望取得超越用户想象的变

化与创新，在全球范围整合并按自然属性拆分。 

他用两个名人典范重点描述了未来图书馆员的

形象：要像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那样举止优

雅、经验丰富并且乐于助人；同时，还要像一个侦

探一样收集证据、善于分析，对所收集的内容充满

好奇、精挑细选，并且强烈建议他使用原生数字资

源。劳博士提到的其他特质还有时刻走在时代前沿，

为变革摇旗呐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成为倡导者，

充当聪明的分析员，能够团队合作，支持新的研究

模式并成长为自由战士。 

他引用圣-埃克苏佩里（Saint-Exupery）的另一句

话作为本次会议的结束语：“生活让我们懂得，爱

不是彼此久久的凝视，而是翘首企盼着同一个目

标。” 

 

 

勇气与信心：开创图书馆新未来的动力 

特蕾莎·塔博阿斯（Teresa Taboas） 

 

第 123 场会议的报告——反思公共图书馆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专业组与大都会图书馆专业组 

 

公共图书馆目前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它要

与日渐普及的电子和移动通信技术竞争，争取人们

的注意力。我们不应将这些挑战视作威胁；相反，

我们可以（并且必须）将它们转化为机遇，并借此

将图书馆转变成为一个可以满足用户不同需求与兴

趣的多方面服务机构。 

图书馆在 21 世纪的生存，关键在于其与人们生

活息息相关并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存在一个普遍

的误区认为，在日益电子化的世界中越来越不需要

图书馆。图书馆该如何保持其重要性呢？？本次会

议的小组成员阐述了应将图书馆重点从事务处理转

向用户的必要性。设计新服务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

咨询现有用户和潜在用户以达到社会群体参与的效

果。最终形成群体成员进行创意、员工进而执行的

局面。当然，图书馆也不能只对服务方面进行变革，

还应当对空间规划、馆藏、采购以及组织结构方面

做出改变。 

变革需要勇气，尤其是这种变革不仅需要模式

的转变，而且还可能不会立即得到监管机构和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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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工的认可。同时，变革还需要乐观的心态和信

心，我们要相信图书馆有着光明的未来，它们会继

续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以不断改善的服务和技术

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 

 

 

我们来讨论下波多黎各公立学校图书馆

吧 

(本文是全文的节选) 

洛伊达•加西亚-费博（Loida Garcia-Febo） 

 

波多黎各公立学校图书馆是一块颇受欢迎的绿

洲，学生们可以在那里阅读、看电影、听音乐、进

行研究并使用电脑。一些图书馆按主题提供包括报

纸和新闻的专门档案。其他一些图书馆还提供图片

类的档案，以便于学生在课堂进行演讲之用。近年

来，许多图书馆还开始收藏 DVD 和 CD 类资源。学

生可以借阅图书和多媒体资源。学校图书馆的所有

服务均免费。 

图书馆还成立了“图书馆助理俱乐部”，俱乐

部的成员将帮助图书馆员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例

如将新到图书进行整理和上架，回答学生们的问题

等。这种俱乐部非常受欢迎，所以几乎每个学校图

书馆都有一个。 

 

 

 
 

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的合作伙

伴 

以下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播与信息部助理总干事杰尼

斯•卡克林（Jānis Kārkliņš）的采访的节选。采访全文请上

网查阅。 

 

 

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图联主要在哪些领域

开展合作？ 

国际图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战略合作伙伴

之一，我们有若干正在进行的活动：我们在世界记

忆项目的框架下开展的保护世界文献遗产的合作；

通过世界数字图书馆推进对多语言跨文化内容的获

取，这是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合作项目；推动媒体与信息素养以及信息开放获取

原则的普及，共同遵循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

的决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在意大利举办了一次关于电

子图书的会议。在此次会议中提出了哪些图书馆应

该注意的问题？电子图书是规则改变者吗？ 

今年在意大利蒙扎（Monza）举办的关于电子图

书的会议达成了几项重要共识。电子图书改善与读

者的关系，并且意味着出版行业的一场深层次的进

步的变革。有人指出，电子图书不是“电子”的

“图书”。电子图书与图书完全不同，它更类似于

一段时间内的许可或授权。经过讨论，表明电子图

书和印本图书并行存在，有时互为补充，甚至相辅

相成。还有人指出，虽然传统的生产和销售链不断

发展进化，深入地改变，但是这种传统的链条依然

存在。换言之，我们拥有作者、出版商、插图绘画

者、翻译家、编辑、经销商、书商、以及图书馆员；

与此同时，我们仍然拥有电子出版商、文学博客、

网页插图绘画者、平面设计师、以及顺应需求的书

商。当然，新的数字化工具将在传统印本文献生产

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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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者!  

8 月 17 日，即将上任的当选主席西尼卡·西皮莱

（Sinikka Sipilä）抽出了展览参观大奖的获奖者，

2012 年国际图联芬兰赫尔辛基大会免费注册中奖者

是： 

诺拉·多明戈斯·多罗德里格斯

（Nora Dominguez Rodriguez） 

国际图联 T 恤衫的中奖者是新参会者： 

希拉·诺玛先巴·诺德乌

（Sheila Nomathemba Ndlovu） 

 

 

玛塔•特里（Marta Terry）——加勒比地区的传

奇 
苏菲•费尔弗尔迪（Sophie Felföldi） 
（采访全文请上网查阅） 

 

如果有人不知道玛塔•特里的名字，那他不是太

年轻就是国际图联的新人。玛塔是国际图联中古巴

代表的先驱，一直致力于支持加勒比与拉丁美洲地

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您为什么会选择从事图书馆事业？ 

这不是我的选择，可以说我是被选择的。在哈

瓦那大学（University of La Habana），我完成了哲学

和文学的学业。是不是很棒？我拥有最出色的教授。

我可以阅读拉丁文、希腊文，简直像是在天堂。我

做过古代哲学和古代艺术史方面的研究，但是在古

巴，对于哲学和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来说，没有太多

相关的工作机会。一位教授建议我去修读新兴的图

书馆学。他告诉我图书馆专业将来在古巴会很紧缺。

我当时并没有太当真，但对于这点很欢迎也很认同。

那时我们班只有 7 名学生。当革命来临时，我不得

不再次做出选择：究竟是继续我以往的研究，还是

转向图书馆领域。好吧，就是这样！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每次一个图书馆，

改变世界 

阿拉娜•阿尔玛特•塞格拉(Alana Aymat Segarra) /亚里

利兹•梅斯•马丁内斯(Yariliz R. Quiles Martinez) 

会议报道：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最新进展。

改善生活：来自拉丁美洲求知新途奖 （ATLA） 获得

者的经验 

2011 年的求知新途奖颁给了干旱土地信息网络

（ Arid Lands Information Network）。干旱土地信息

网络的主任詹姆斯•恩古渥（James Nguo）出席并接

受了奖项。全部内容请查阅新闻稿 。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致力于通过种领域的

慈善活动，提高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质量。基金会

提供的众多支持方式之一是通过全球图书馆项目和

求知新途奖 (ATLA)。求知新途奖每年都授予美国本土

以外的公共图书馆或机构，表彰它们通过计算机和

网络使公众免费获取信息。获奖者可获得 100 万美

元的奖金。 

求知新途奖曾颁发给 13 个获奖机构。 有 5 位来

自拉丁美洲的获奖者做了发言。每位获奖者简单介

绍了他们图书馆，他们目前有什么项目以及他们将

如何使用获得的奖金。 

阿根廷议会图书馆是曾经的获奖者之一。该图

书馆通过一些非常棒的项目向公众提供信息获取，

包括 24/7 免费上网，移动图书馆等。  

http://www.ifla.org/en/news/results-of-the-election-of-president-elect-2011
http://www.ifla.org/en/news/results-of-the-election-of-president-elect-2011
http://conference.ifla.org/ifla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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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给我们讲述了向最广大人群免费提供信

息技术的所有各种方式。获奖使得这些图书馆可以

加强自己的项目，并在用户数量扩大时进一步发展

这些项目 

在演讲结束时，发言人与参会者进行了关于如

何改善他们各自图书馆的讨论。经过这样一个激励

人心的对话后，只剩一个问题了。有哪个公共图书

馆不想得到 100 万美元的奖金？想想这钱可以通过

多少种方式帮助您的机构吧。 

 

 

国际图联主席与当选主席访问波多黎各高等法

院 
2011 年 8 月 16 日，首席大法官赫南德兹•丹顿

（Hernandez Denton）和 两位助理法官在波多黎各高

等法院举办了专门的招待会。招待会由高等法院图

书馆员佩德罗•帕迪拉 （Pedro Padilla ）和伊薇特•托

雷斯（Ivette Torres ）组织。波多黎各大学法学院院

长与数位著名律师共同参加了招待会。当然还有 70

名波多黎各图书馆员和来自全世界的法律图书馆员。

泰塞主席和帕伦特当选主席也出席了招待会。 

 首席大法官致 欢迎辞，高度赞扬了图书馆这一

职业。 

他说道：“对于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

信息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元素，法律咨询的存取和可

用性非常重要。因此保持我们图书馆的不断成长、

适应新技术创新并变革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我们实现让信息更易获取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