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关于国际图联大会由布里斯班移至哥德堡的说明：致关

心此决议的国际图联成员 
 
8 月 21 日（星期五）举行的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一致同意： 
 
布里斯班： 

1）向我们的成员传达会址更改的决定是一件意外之事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而且时限非常紧急。国

际图联管理委员会于 4 月份委托执行委员会承担此事。 
2）7 月 6 日执行委员会经过与 2010 布里斯班大会国家委员会深入磋商后作出决定。国际图联和澳大利亚

图书馆与信息协会（ALIA）共同作出决议声明确认他们的协议有效，说明了做出该决定的理由。 
3）早在五月国际图联就与 PPM（前申办方、布里斯班的主要竞争对手马来西亚图书馆员协会）秘密协商，

探讨更改会址的可能性。在未能决定是否继续由布里斯班主办之前，我们无法发出正式邀请。 
4）如果时势改变并能找到继续在此办会的可行方案，国际图联将继续与布里斯班的合作。但全球经济危

机使得布里斯班财政无法为国际图联和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承担风险。在此将不会收取任何的违约金

或罚金。 
 
关于地区： 

5）国际图联缺乏该地区其它城市的详细信息，以了解经济和财政环境导致的布里斯班问题是否会出现在

其它该地区的城市身上，而获取这些信息的时间限制也使得充分估测在该地区改选会址的可行性非常困难。 
6）国际图联本想至少在米兰大会开始前 5 周向会员、赞助商和展商宣布这一关于 2010 年度大会的最新

信息。 
 
哥德堡： 

7）当我们在等待布里斯班和马来西亚的更多信息的时候，2012 年度主办城的评选工作已经开始。 
8）6 月 22－24 日哥德堡参与了 2012 年度大会主办城的筛选调研，并展示出其完全可以胜任国际图联大

会主办城的实力。考虑到关于 2010 主办城市决策遇到的复杂性和高风险，国际图联倾向于考虑将 2012 年度

大会的候选城市作为 2010 年度大会的举办地。总之，瑞典图书馆协会展示了其在短时间内成为 2010 年度大

会举办地的后勤服务能力，能够提供财政和支持所需的必要保障，还能提供符合国际图联大会惯例的会期。 
9)管理委员会感谢瑞典同事的热情积极和对主办 2010 年度大会的保证。管理委员会同样感谢澳大利亚国

家委员会，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感谢 PPM 积极争取主办 2010 年度大会的努力。 
 
2012 和 2013 年主办城市的筛选： 

10）根据管理委员会关于2012年主办地的决议，3年以内在同一地区可以选择2个地理相近的城市举办年

度大会，但其中的一年将在波多黎各举办。而从2006年起，最近几年的大会主办城分别属于北美、非洲、亚

洲/大洋洲。管理委员会将严守“国际图联大会应在世界所有地区召开”的原则。 



 

议程变更 立的第10届，授予美国本土以外的图书馆或类似机

构，以表彰他们通过计算机和网络使公众免费获取

信息方面所取得的具有创新意义的成果。 
 

202会场：参考咨询与信息服务专业组 
 

安格尔·马萨京（Angels Massimo）和桑切

斯·迪·博阿多（Sanchez de Boado）撰写的论文

“参考咨询与信息服务营销：原因和方式”宣读议

程已经取消。 

展览会现场 
梅尔努西•瓦德特（Mehrnoosh Vahdat）采访了

展览会的参观者和展览工作人员，问了一些问题，

如您的工作领域、您是如何知道此次展览会的、展

览会与您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在哪方面有关系、您

的理想、您觉得此次展览会与以前的国际图联展览

会有什么不同、此次展览会对您的公司和图书馆的

未来规划有哪些帮助等等。 

海报展 
8月25日（星期二）和8月26日（星期三），代

表们将有机会在展览大厅与海报讲解人员进行交

流。 
海报展将在12:00至14:00举行。 

国际图联获得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赠予的新资金以继续支持 

世界各国图书馆事业 
 

2009年8月24日（星期一） 
 

国际图联今日收到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赠予的150万美元，分三年拨付。这笔资金将有助于

国际图联继续开展工作，让人们意识到图书馆在为

世界人民提供信息公共存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国际图联现任主席克劳迪娅·卢克斯（Claudia 

Lux）和当选主席艾伦•泰塞（Ellen Tise）对该基金

会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这项资金将帮助国际图

联作为图书馆界的代表继续开展宣传工作，并加强

国际图联和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图书馆

项目之间的合作。 
“国际图联在图书馆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持续的成功有利于世界各国图书馆的健康发展，” 
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图书馆项目主任黛

博拉·雅各布（Deborah Jacobs）如是说，“国际图

联在促进图书馆提高信息服务和网络公共获取方面

所做的努力向更多的人敞开了知识、信息和机会的

大门。” 
在每年的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这一聚集了世

界各地活跃的图书馆员会议上，比尔与梅林达•盖茨

基金会颁发年度“求知新途奖”。如今是该奖项设 

德国的一个图书馆学校（library school）的校长

说他已经参加了20次国际图联展览会，今年的展览

会办得比往年的任何一届都出色。此次展览组织有

力，能够有效地使图书馆界获取最新的前沿知识，

并对其所在的图书馆已启动的数字化项目有很大帮

助。 
来自安哥拉国家图书馆的一位代表对展览上的

各种可在图书馆应用的新系统深感兴趣。她负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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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 8 月 27 日做关于通过数字化项目为当
地图书馆服务的报告，在此之前我将参加在意大利
国家广播电视中心（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举办
的与此主题相关的会议。再加上一些参观安排，我
的行程已经很满了——毫无疑问，我对此次国际图
联大会非常满意！” 

——波格达·迪克利（Bogdan Trifunovic），塞
尔维亚加休库 

 

“我是一名新参会者，很高兴在开幕式上的宣
传录像上看到我们蒙迪治亚利（Montichiari）的一个
小型公共图书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会上能有如
此多世界各地的参会者。” 

——劳拉·法瓦利（Lara Favalli），意大利蒙迪
治亚利 
 

目遗产，因此她认为其中一个用来清洁图书的专

门机器对她所在的图书馆将大有裨益，同时该套

系统也对该馆正在进行的报纸缩微化项目有所

帮助。她说，大家必须充分考虑自己图书馆当前

的需要，并应该根据自己所在图书馆的现实状况

有目的地参观整个展览会。 
一名来自伊朗的博士生希望此次展览会能

对她的学术研究有所帮助，因为她从事信息组织

的FRBR模型和OPAC相关方面的研究。此外，她

还认为通过展览会这样的机会促进图书馆员和

技术专家之间沟通与交流很重要。 
一位来自Zeutschel GmbH公司的展览工作人

员说，我很难评价展览会第一天的效果，我们主

要生产扫描产品和大规模数字化流水线，所以我

希望我们的展览能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一位来自Artstor公司的展览工作人员认为展

览会有助于发展公司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促进他

们对公司的了解。因为他所在的公司去年刚从

Jstor公司分离出来成立。Artstor公司是一个非盈

利性的数字艺术与图片收藏机构，所以它对所有

类型的图书馆都非常感兴趣，包括公共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等。 

“我在西北图书馆联盟系统（CSBNO）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图联大会，此次大会给我留
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尤其是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
这里的自助餐也非常好。” 

—— 弗 朗 西 斯 科 · 塞 拉 菲 尼 （ Francesco 
Serafini），意大利维杰瓦诺 
 

“我们能够参加此次国际图联大会得力于伦巴
第大区的一项奖学金计划的资助，该计划针对的是
35 岁以下在伦巴第大区工作的毕业于图书馆学专业
的人员。因此，我们借此机会改进我们的技能，与
其他同行交流意见，并参加有趣的观光。米兰会展
中心非常容易找到。” 

——西蒙娜·里博尔迪（Simone Riboldi）、劳
拉·玛丽亚·卡瓦尔康蒂（Laura Maria Cavalcanti）、
罗伯特·伊拉里娅（Roberta Ilaria）、萨拉·克瑞姆
贝利（Sara Cirimbelli ），克雷马（Crema） 
 

巡回记者发来的更多报道 
 
伊拉里奥•罗科（Ilario Ruocco）的采访报道 
 

“我是一名来自米兰的图书馆员，对欧洲信息与

文化图书馆基金会（BEIC）的开发计划尤为感兴趣；

对于米兰市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的项目。” 
——塞尔吉奥·塞盖提（Sergio Seghetti），意大

利米兰 “我非常喜欢开幕式上关于图书历史的表演，
很有创意。我参加国际图联大会的历史，最早可以
追溯到 1990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那一届。我觉得
米兰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这里有美食，还有精彩
的表演。” 

——卡雷尔·索斯纳（Karel Sosna），捷克共和
国 
 

 
“我生于米兰，现在在伦敦工作，第一次参加国

际图联大会，感觉很特别。今天我对国际图联大会的

第一印象特别好。” 
——玛丽亚·西波罗尼（Maria Cipollone），英国

伦敦 
 

“我来自米兰，今年 28 岁，将参加公共图书馆
专业组的会议，并参观米兰的圣特雷莎多媒体图书
馆（Mediateca S. Teresa）” 

——瓦伦蒂娜·维拉（Valentina Villa），意大利
米兰 
 

“作为一名新参会者，我对音乐数字化和音视频

问题非常感兴趣。” 
——克努特·安琪·马赛迪（Knut Egil Maseide），

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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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来参加国际图联大会——平生第一次

——得益于伦巴第大区的一项奖学金计划的资助，

该计划支付参会的所有费用。我们将参加儿童与青

少年图书馆专业组的会议。我们非常喜欢今天上午

的报告。” 
——朱利娅·麦森蒂（Giulia Misenti），艾琳娜·维

梅尔卡蒂（Elena Vimercati），意大利科摩 

国际图联当选主席艾伦·泰塞 

     关于“图书馆推动知识获取”   
的头脑暴风会议 

 
8月25日（星期二）09：30-12：45将举行头脑

暴风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艾伦•泰塞（Ellen Tise）
为其2009-2011主席任期所选定的主题：图书馆推

动知识获取（122会场）。 
艾伦将自述主题，来自墨西哥的耶苏•劳（Jes

ús Lau）将协助会议顺利进行。本次会议中的专题

讨论由来自不同领域的团体组织的代表参加，如：

人权、知识产权、知识获取、学习机会、信息与通

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开放存取。 
专题讨论后将进行小组讨论，主要针对3－4

个主题。根据讨论所得的反馈，意大利图书馆学情

报学专业学生将制定一份行动计划。 
诚邀所有与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为了克服参

会者的数量超出会议室所能容纳的人数的问题，我

们将采取先到先得的入场方式。 

 
“这是一个与世界人民相聚的好地方。美国国

会图书馆的网站演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伊拉里娅·白格里尼（Ilaria Bigelli），意大

利米兰 

欢迎您来哥德堡！ 
阿格妮塔·奥尔森（Agneta OLSSON），哥德堡

大学图书馆馆长，担任下一届在瑞典哥德堡举办的

国际图联大会瑞典国家委员会主席。 
一般情况下，举办一届国际图联大会至少需要

三年的筹备时间，但是她并不担心只有一年时间来

准备。她说，“这是一个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

做的很好！我们有信心主办一届令人难忘的规模盛

大的国际图联大会。尽管有很多事情需要准备，但

是我们相信这将是一次环保型大会，因为瑞典是以

环境可持续发展而闻名于世的。 
阿格妮塔·奥尔森（Agneta OLSSON）对哥德

堡进行了介绍，她说：“作为一个有60万居民的繁密

都市，哥德堡空间虽小，但是它拥有了一个城市应

有的所有配套设施。只需步行20分钟您就可以到达

宾馆、饭店、文化活动场馆以及其它您所需的城市

配套设施。众所周知，哥德堡是友好之都，哥德堡

人民热情好客。而且，在此参加社会活动，您可以

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当地人民。”在担任国际图联大会

瑞典国家委员会主席的同时，她还从事哥德堡夏季

文化节的准备工作，但社会活动的主题尚未公布，

将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如果您想知道瑞典及瑞典人

民给您带来什么惊喜，请来哥德堡吧，让我们在那

里“相约”！ 

 

安娜·玛丽亚·塔马罗（Annamaria Tammaro）
在星期一上午的全体会议上介绍了贝妮代

塔·西布拉里奥（Benedetta Cibrario） 
作家、编辑和图书馆员对坎皮耶洛文学奖获得

者贝妮代塔•西布拉里奥（Benedetta Cibrario）及其

作品《罗素•威尔米伊奥》持不同的观点和态度。 
作者讲述了她作为作家和四个孩子的母亲的经

历，以及获奖以后她的生活发生的变化。她提到人

们更多地关注作家的私人生活，而不是书的内容。

她认为作家应该以她的作品而闻名，而不应该是个

人情况。 
她还归纳了意大利读者的特点，例如，她认为

阅读能力较强的读者一般为年龄在25－44岁之间、

大学毕业、工作稳定、收入较高、居住在意大利北

部和西部的女性，她们尤其重视激起孩子阅读兴趣

的重要性。 

阿曼迪恩• 亚盖（Amandine Jacquet） 

纳迪娅·安特奇（Nadia Antoci） 
弗朗西斯卡·格安尼丽（francesca giannelli） 
 

阿格妮塔·奥尔森 
（Agneta OL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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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的新出版物 
 
2009 年 8 月 26 日（星期三），09:30 – 11:30，绿屋

（Room Green，161 会场） 

主持人：斯杰德·库伯曼（Sjoerd Koopman），国

际图联专业项目部 

 

国际图联出版物在 2009 年硕果累累。作为大

会日程的一部分，本次会议将帮助参会代表及时了

解国际图联出版物的最新出版状况。其中大多数出

版物都是新发行的，会上将进行正式发布！ 

 

发言人稍后将就本文介绍的出版物为大家做简

短的报告，他们会介绍这些新出版物在行业内多个

领域的背景和意义。下列名单将会使您对即将在报

告中出现的各种的出版物有所了解： 

 

1. 国际图联编目原则：国际编目原则（ICP）声明

（含 20 种语言对照词表附录），芭芭拉·蒂利特

（Barbara. B. Tillett）编 

该专业书籍描述了数字时代指导编目实践的

一系列原则是如何经过历史沿革、多次辩论与修订

并最终达成全球一致的。国际编目原则（ICP）声

明为世界各国的编目规则制定者以及编目专家提

供了基本原则、工作目标以及基本规则。这些原则

对于处理编目资源的机构与组织来说非常实用。 

 

2．图书馆和信息行业的振兴战略，让娜·瓦尔雷

耶斯（Jana Varlejs）与 格雷厄姆·沃尔顿（Graham 

Walton）编 

本书收录了第 8 届世界继续职业发展大会

（2009 年 8 月 18-20 日，意大利，博洛尼亚）的相

关论文。在为从事图情工作的新老员工创造良好工

作环境的广泛主题下，大会讨论了多世代员工的管

理问题，教导和辅导训练，吸引人才加入本行业并

培养新一代的领导者，技术再培训和技能转让，后

续规划和知识传承。

 

3．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格伦·帕顿（Glenn E. Patton）

编 

本书介绍编目记录功能需求的延伸与扩展。FRBR

在最近一期国际图联期刊中发表（第 19 篇），针对规

范数据中各种实体（如个人、家庭、团体、作品、内

容表达、载体表现、单件、概念、对象、事件以及地

点）的属性，实体的名字，以及由编目人员设置的受

控检索点做出了进一步分析。这一概念模型描述了这

些实体的属性及相互关联。 

目前通行的功能需求是由国际图联规范数据功能

需求与编号 (FRANAR)工作组起草的，该工作组成立

于 1999 年。2003 年以来，国际图联与国家图书馆馆长

会议(CDNL)共同肩负着 FRANAR 的修订职责。 

 

4．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马娅·苏梅尔（Maja Zumer）

编，毕舍尔·威金兹（Beacher Wiggins）推荐 

由互联网以及电子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的变

革，引发了有关国家书目的众多假设。指明未知方向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经过几年的准备，国际图联书目

专业组终于公布了这一套书目指南，寻求帮助国家书

目机构改进相关书目服务的途径。书中列出许多范例

与参考文献。 

 

5．面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本

森·约伯瓦（Benson Njobvu）与斯杰德·库伯曼（Sjoerd 

Koopman）编 

2002联合国千年发展宣言设定了需在2015年之前

完成的 8 个千年发展目标（MDGs）。 

非洲国家普遍偏高的贫困程度让大家意识到，消

除贫困不再是政府的单方责任，其他组织也需要加入

这一行列。图书馆通过提供最新的、可靠的相关信息，

参与消除贫困。 

该出版物中的论文提出非洲图书馆与信息业从业

者如何参与国家发展的论题。所有论文都集中讨论图

书馆与信息中心如何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

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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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集收集了2008年7月15-18日在赞比

亚卢萨卡召开的第18届东非、中非及南非图书

馆与信息协会常务会议（SCECSAL）期间的论

文。 

 
6.数字技术对现报与过报的影响，哈特穆特·瓦

尔拉芬斯（Hartmut Walravens）编 

这是一本非常具有现用意义的书，其中收

集的论文主要围绕三个主题。不仅讨论了纸质

报纸和电子报的保存问题，还讨论了先进技术

发展条件下服务与检索的新模式；书中提供的

实例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另外，在线报纸的灵

活性特点也有所涉及。 

这本书涵盖了多方面的信息，对于当今负

责报刊文献的图书馆员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学

者、教师以及新闻工作者也能从报纸在21世纪

所担当的重要角色中获益匪浅。 

 
7.UNIMARC使用手册——规范格式，米尔

娜·维勒（Mirna Willer）编 

UNIMARC规范格式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

版的，旨在创建规范数据以及参见数据用以管

理编目数据的受控检索点。其间，国际图联的

其他工作组以及UNIMARC用户也提供了很多

相关信息。该规范格式经国际图联编目专业组

通过出版。该版是经过全面扩充与更新的第三

版。 

 
8．21世纪图书馆统计学，迈克尔·希尼（Michael 

Heaney）编 

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署以及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间的国际合作，设定

了21世纪图书馆行业新型统计指标的标准。已

有的图书馆行业国际统计指标是40多年前制定

的。本书介绍了使用新指标的初步结果，期待

后续反馈。另外还介绍了图书馆统计学、标准

以及指标的其他动向与进展。 

9．全球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教材），伊斯梅尔·阿

布杜拉希（Ismail Abdullahi）编 

书中介绍图书馆行业与图书馆学的寓意深刻的

篇章由来自世界6个地域的专家学者撰写而成。公共

图书馆、学术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以及

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早期发展与当前概括在书中

都有所介绍。其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让读者能够了

解非洲、亚洲、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拉丁美洲、

加勒比海地区、中东以及北美洲的图书馆。 

 

10．国际图联出版项目 

最后将由国际图联专业项目部主任、国际图联期

刊（K. G. Saur公司出版）编辑斯杰德·库伯曼（Sjoerd 

Koopman）的进行总结评述。 

会上将主要介绍国际图联会员订购这些刊物的

益处。此外还有很多国际图联各专业部门的出版物没

有提及，在此只介绍了主要出版物的概况。 

NEW IFLA Publication! 

Just off the 
press as Nr 139 
in the IFLA 
Publications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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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和信息行业的振兴战略 
 

来自纳塔莉娅·格拉

玛（Natalia Grama）
的采访报道： 

 
奥尔加·西尼钦（Olga Sinitsina，国际图联  

官员，艺术图书馆专业组主席，来自俄罗斯） 

“1991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图联大会，而

此次大会似乎更出色。我已经感受到使得每

次大会绝妙无比的那种特殊的（神奇的）工

作气氛。” 

 

三位来自马尔代夫的图书馆员——玛丽安

娜·哈维钦（Mariana Harjevschi），基什尼奥

夫法律图书馆馆长，内丽·图尔詹（Nelly 

Turcan），马尔代夫大学图书馆教授，莉 

迪娅·库里卡维奇（Lidia Kulikovski）， 

基什尼奥夫城镇图书馆馆长：“我们 

被此次大会的友好和热烈的气氛深 

深感染。我们的座右铭是 

‘求同存异’。” 

 

本卷收录了第8届世界继续职业发展大会

（2009年8月18-20日，意大利，博洛尼亚）论文。

在为从事图情工作的新老员工创造良好工作环境

的广泛主题下，大会讨论了多世代员工的管理、

教导和辅导训练、吸引人才加入本行业并培养新

一代的领导者、技术再培训和技能转让，持续规

划和知识传承等问题。 
 

《图书馆和信息行业的振兴战略》，贾娜·瓦

尔利兹（Jana Varlejs）、格雷厄姆·沃尔顿（Graham

Walton）编。慕尼黑: K.G. Saur出版社，2009。ISBN

号：978-3-598-22044-9 (国际图联出版物；第139

期)。 

 

价格：99.95欧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地

区售价140.00美元）。国际图联会员优惠价79.95

欧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地区为112.00美元）

 

也可购买电子书： 

 
请联系： 
K.G. Saur Verlag 
或 
Rhenus Medien Logistik GmbH & Co. KG 
Justus-von-Liebig-Straße 1 
86899 Landsberg, Germany 
网址：www.saur.de 
电话：+49 (0)8191 9 70 00-214 
传真：+49 (0)8191 9 70 00-560 
电子邮件：degruyter@de.rhenus.com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地区的定购者请联系： 
Walter de Gruyter, Inc. 
P.O. Box 960 
Herndon, VA 20172-0960, USA 
电话：+ 1 (703) 661-1589 
免费电话：+1 (800) 208-8144 
传真：+1 (703) 661-1501 
电子邮件：degruytermail@pressware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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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首次参会者大会” 
 

星期日下午，我和所有首次参会者一起，在大礼堂感受这次图书馆界的盛会。经验丰富的国际图联代

表和管理委员会委员鲍勃·麦基（Bob McKee）向我们介绍了国际图联的背景、会议、网络和趣事，最重

要的是，他给了我们3个衷心的建议：1.放松；2.参观身边这座美丽的城市；3.与人交谈。 
来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国际图联阿拉伯语图书馆和信息机构中心的副主任迪娜•优素福（Dina Youssef）

说，如果想知道在您开会时，国际图联还在进行些什么，请留意国际图联快报的“国际图联大会期间必备

指南” 
OCLC总裁兼CEO杰伊·乔丹（Jay Jordan）邀请我们一定要去参观展览，并解释了将所有公司集中在

一起的重要性。 
国际图联与时俱进地采用了所有的新型网络技术，例如博客、推特（twitter），这些技术将由国际图联

新职业特别兴趣组的召集人洛伊达·加西亚-法博（Loida Garcia Febo）为我们展示。毕竟国际图联必须跟

得上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节奏。 
2009年度国际图联大会国家委员会委员和米兰市图书馆部主任阿尔多·皮罗拉（Aldo Pirola）向我们

介绍了这座引人入胜的城市，我们将在此生活大约一周的时间。 
首次参会者大会上有咖啡和蛋糕相伴，在交流和对话中结束，大会还给我们所有人发了抗压力舞会的

宣传单，但我相信我们根本不需要。 
谢谢国际图联，谢谢你热忱和热情的欢迎， 鲍勃的话已经成真：“你从国际图联得到的将是友谊。” 
另：你可以通过我们的“首次参会者”绿丝带认出我们。 
 

迪克·艾歇尔（Dierk Eichel，德国波茨坦应用科学大学学生） 

由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图书馆（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 公共图 

新成立的环境 
可持续发展与图书馆特别兴趣组 

 

书馆、国家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的图书馆员对环境的担忧， 在 2008 年魁 
北克国际图联大会上， 在多名国际图联要人，包括克劳迪娅·卢克斯（Claudia Lux），帕 

斯卡·桑斯 （Pascal Sanz）， 玛丽安·科伦（Marian Koren）， 金-菲利普·阿卡特（Jean-Philippe  
Accart）以及保存保护专业组的彼·库乌                        赫德（Per Cullhed）的支持下，环境 
可持续发展与图书馆特别兴趣组成立。                                  该特别兴趣组主席维利•明纳 
（Veerle Minner）说，“论证图书                                     馆、环境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之间 
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                                        环境可持续发展与图书馆特别兴趣 

组协调主席维森特•博内                                               （Vincent Bonnet）表示，“这一主题 
在不同专业组（如保存保护专                                            业组，图书馆建筑与设备专业组） 
的会议上都进行了讨论，我们                                           期待一个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全球 
方案，并从用户的角度面对这                                         一问题。尽管馆藏资源的保存保 
护以及高质量环境的建设这些方                                     面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讨论 
一些其他的问题”。 
克劳迪娅·卢克斯主席评论：                                   “可持续发展与图书馆特别兴趣组 
的建立非常及时，它使图书馆员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在改善全球环境中作出贡献。我希望小组的这些成果能 
够给图书馆员们的日常生活添加新动力。” 
环境可持续发展与图书馆特别兴趣组的第一次会议将于 8 月 26 日（星期三）11：45-13：45 在蓝屋 

举行。 
为了保证辩论会能够顺利进行到下午 13：45，环境可持续发展与图书馆特别兴趣组的 

成员建议您带着三明治来参会，在此进行“便当午餐” …… 
阿曼迪恩• 亚盖（Amandine Jacquet） 

维森特• 博内（Vincent Bonnet），维利•明纳（Veerle Minner），环境可持续发展与图书馆特别兴趣组会议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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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非常擅长烤面包” 
                           

图书馆和烤面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穿过第35
号海报展板，听到有人说“那边提供晚餐”，还听到 

Lyngb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咖啡店的相关介绍。这个咖啡店 
是一个隐蔽的工作处，拥有8－10名员工和3名教育家，并成为丹 

麦其它图书馆咖啡店学习的典范。咖啡店强调图书馆作为工作环境的 
重要角色。快去那里认识这个图书馆咖啡店的工作人员吧！而且还可以在

那里品尝美食！ 
 

  海报讲解员：赫勒·阿伦乔波·莫蒂森 
（Helle Arendrup Mortensen） 

         面向特殊需求群体的图书馆服务专业组 
（LSN）秘书。 

 
 
 
出席单位：俄罗斯图书馆协会、欧亚图书馆联合会（Library Assembly of Eurasia）、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俄 

罗斯国立图书馆、俄罗斯图书商会（Russian Book Chamber）、俄罗斯科学学术图书馆、国际图 
联书目专业组 

世界书目大会 

将于2010年9月21-23日在位于匹兹堡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召开。 
诚邀各国的参考咨询馆员与书目专业人员前来参加。 
大会的主题是：“书目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现状、新趋势与未来” 
 

大会讨论的其他议题包括： 
-国家书目：今昔概览 
-作为一门学科的书目学 
-书目学历史 
-杰出的书目专业人员 
-书目术语与书目标准 
-书目新技术 
-书目专业人员的教育 
-电子时代的书目 
-书目的建立 
-图书馆的书目与参考咨询服务 
-书目及其相关主体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CONGRESS 
Saint Petersburg 
September 21-23 
2010

 参会申请截止日期为 2009 年 9 月 15 日 
 欲知更多详情请联系：纳塔莉娅·莱利科娃博士（Dr. Natalia Lelikova）lelikova@nlr.ru，电话：+7(812) 7188608 

或  爱琳娜·阿莱克斯娃（Mrs. Elena Alekseeva）retro@nlr.ru，电话： +7(812) 7188608 
地址：俄罗斯圣彼得堡萨多瓦娅（Sadovaya）街1 8号，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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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论坛 特别兴趣组和文艺复兴遗产数字化基金会协办。会

议时间为2009年8月19－20日，会议地点佛罗伦萨。

80多人聆听了13场关于新兴网络技术和语义网最新

研究和发展趋势的报告。通过专家座谈促进了相互

间的讨论，主要关注了图书馆及相关机构的下一步

发展和战略远景。 

国际知名的web 2.0服务专家斯蒂芬•艾布拉姆

做了主旨发言，强调在新技术和图书馆员技能转变

上的创新和投入是图书馆面临的重大挑战。 

会上发表的论文体现了在Web 2.0领域的诸多

想法，语义网思想的提出产生了很多创新性的实践。

将来仍有相关领域需要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例如

新Web技术下图书馆员的教育以及发展检索技术以

支持图书馆语义网的应用。 

根据卫星会议的各项成果，国际图联信息技术

专业组将与其它与其互补的国际图联专业组（编目

专业组、分类与标引专业组、知识管理专业组）、

其它核心行业组织、机构一起致力于在web 3.0领域

（知识本体构建、通俗分类、标引、数据链接等）

内的合作。 

2009年9月起，在国际图联主页（第21专业组：

信息技术专业组）可以下载本次卫星会议的论文和

幻灯片。 

莱茵哈德·阿尔腾赫纳（Reinhard Altenhöner），会议

主席及信息技术专业组常设委员会主席 

卡夫契奇•乔利奇（A. Kavčič-Čolić）， 会议副主席

及信息技术专业组常设委员会秘书长Conference 
Co-Chair and Secretary IT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论坛（Unesco Open 
Forum）于星期六下午正式开幕，该论坛由国际图

联当选主席（2007-2009）艾伦·泰塞（Ellen Tise）
主持。 

来自加纳库马西市克瓦米·恩克鲁玛科技大学

图书馆的海伦娜·阿萨莫阿 - 哈桑（ Helena 
Asamoa-Hassan），身兼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

世界记忆项目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她首先介绍了

“世界记忆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 
接着，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网站技术部主任

米歇尔·拉戈（Michelle Rago）介绍了世界数字图

书 馆 项 目 ， 随 后 简 短 演 示 了 网 站

http://www.wdl.org/en/的使用情况。 
最后，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与交流分部

（位于法国巴黎）的茹瓦·斯普林格（ Joie  
Springer）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

项目与“信息为人人”项目的详情。她强调了与国

际图联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在宣传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项目中的重要意义。 

维森特•博内（Vincent Bonnet） 

信息技术专业组佛罗伦萨卫星会议 

IFLA国际足球联赛 

 

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是一项富有运动感的职

业。IFLA的代表们将在国际足球联赛中证明这一点。

四支球队（分别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州立图书馆、

米兰天主教大学，以及一支意大利本地球队和由不

同国家的IFLA代表组成的国际球队）将于8月26日 
 
 

佛罗伦萨大学玛格纳礼堂（Aula Magna of Florence 
University）(照片版权属于佛罗伦萨大学) 

技术趋势：佛罗伦萨卫星会议暨2009年米兰世

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 
本次会议在佛罗伦萨隆重举办，国际图联信息

技术专业组邀请国际同行出席并讨论图书馆发展的

新趋势、新动力和新服务。会议由图书馆与We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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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10:00-16:00在天主教大学的费那罗利

（Fenaroli）运动中心举行足球比赛。比赛将在小

场地中进行，每一支球队将依次和其他球队进行

每场20分钟（上下半场各10分钟）的比赛，届时

保证会有激动人心的比赛和许多进球。 

大会赞助商 
 
白金级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 
黄金级 
ProQuest公司 
银级 
Elsevier集团 
Infor公司 
铜级 
H.W Wilson公司 
联席赞助 
Springer公司 
Gale圣智学习出版集团 
EBSCO公司 
艾利贝斯有限公司（Ex-Libris）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 
Thomson Reuters科技信息集团 
BEIC基金会 
 
白金级大会赞助商：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 
 黄金级大会赞助商： 

ProQuest公司 

银级大会赞助商：      
Elsevier公司 
 

Infor公司 
 

铜级大会赞助商： 
H.W Wilson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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