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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８２届国际图联大会

看世界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苏文成　卢章平

　　摘要　利用全程参与２０１６年第８２届国际图联大会的机会,采集、记录会议研讨内容与活动

原始数据,使用 NVivo１１计算机辅助定性分析软件对获取的文本、音视频资料进行编码,从图书

馆连通性挑战、战略合作加强、共同体构建三方面提炼、总结国际图书馆界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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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序言

国际图书馆与信息大会(WorldLibraryandInＧ
formationCongress:IFLAGeneralConferenceand
Assembly,以下简称图联大会)作为国际图书馆协

会与机构联合会 (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Ｇ
brary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以下简

称国际图联)的年度盛会,广泛讨论国际图书馆信息

领域的专业问题,展示业界年度最新技术与设备,同
时就图联组织的运营事宜与发展规划作深入探

讨[１].回顾历年大会主题(表１),不难看出,历年会

议主题的选定始终与时俱进,紧扣时代发展脉搏.
上世纪９０年代,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速

发展与现代世界政治格局的稳定,引发了图书馆如

何协同社会进步、转变自身角色的讨论(如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的主题).进入２１世纪,互联网

络发展进程的瞬间加速,为图书馆界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与挑战,信息、知识、多媒体、未来图书馆等

议题涌现(如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主题).近

年来,数字网络技术的成熟与完善,使得图书馆人开

始再次思考自我转型与服务变革方向(如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至２０１５年的主题).
第８２届图联大会于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３至１９日在

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召开,主题为连通合

作共同体(Connections．Collaboration．CommuniＧ
ty),强调图书馆借用先进数字网络技术,发挥信息

连通性优势,服务读者群体与社会,通过与各领域充

分交流合作,实现全球图书馆共同体构建的最终目

标.会议全程紧扣“互联网＋”思维,涉及广泛领域,
讨论涵盖众多热门话题,成果斐然,令全球图书馆人

振奋.
表１　国际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主题一览

(仅１９９４－２０１６年数据官网在线可查)

年份 举办地 主题

２０１６ 美国 哥伦布
连通合作共同体(Connections．CollabＧ
oration．Community．)

２０１５ 南非 开普敦

动态化图书馆:获取、开发与转型(Dynamic
Libraries: Acces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２０１４ 法国 里昂

图书馆、公民、社会:知识融合(Libraries,

Citizens,Societies:ConfluenceforKnowlＧ
edge)

２０１３ 新加坡
未来图书馆:无限可能性(FutureLibrarＧ
ies:InfinitePossibilities)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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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举办地 主题

２０１２ 芬兰 赫尔辛基

今日之图书馆! 启发、惊喜、强大(Libraries
Now! ＧInspiring, Surprising, EmpoweＧ
ring)

２０１１
波多黎各

圣胡安

图书馆超越自我:整合、创新与万众信息

(Librariesbeyondlibraries:Integration,

InnovationandInformationforall)

２０１０ 瑞典 哥德堡

知识开源－增进可持续性进程(OpenacＧ
cessto knowledgeＧpromoting sustainable
progress)

２００９ 意大利 米兰
图书馆创造未来:基于文化遗产(Libraries
createfutures:Buildingonculturalheritage)

２００８ 加拿大 魁北克

无边界 图 书 馆:引 航 国 际 理 解 (Libraries
withoutborders:NavigatingtowardsglobＧ
alunderstanding)

２００７ 南非 德班

未来图书馆:进步、发展与合作(Libraries
forthefuture:Progress,Developmentand
Partnerships)

２００６ 韩国 首尔

图书馆:知识与信息社会的动态引擎(LiＧ
braries:DynamicEnginesfortheKnowlＧ
edgeandInformationSociety)

２００５ 挪威 奥斯陆
图书馆－发现之旅(LibrariesＧAvoyageof
discovery)

２００４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图书 馆:教 育 与 发 展 的 工 具 (Libraries:

ToolsforEducationandDevelopment)

２００３ 德国 柏林
节点图书馆:媒体 － 信息 － 文化(Access
PointLibrary:MediaＧInformationＧCulture)

２００２
苏格兰

格拉斯哥

民生图书馆:民主、多元、传达(Librariesfor
Life:Democracy,Diversity,Delivery)

２００１ 美国 波士顿

图书馆与图书馆员:改变在知识时代(LiＧ
brariesandLibrarians:MakingaDifference
intheKnowledgeAge)

２０００
以色列

耶路撒冷

读者对图书馆员的邀请(Thepeopleofthe
bookinvitethekeepersofthebook)

１９９９ 泰国 曼谷
开放世界下图书馆的守门人角色(Libraries
asthegatewaystoanenlightenedworld)

１９９８
荷兰

阿姆斯特丹

在信息与文化的十字路口(Oncrossroads
ofinformationandculture)

１９９７ 丹麦 哥本哈根
着眼人类发展的图书情报(Librariesand
InformationforHumanDevelopment)

１９９６ 中国 北京

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TheChalＧ
lengeofChange:LibrariesandEconomic
Development)

１９９５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
未来图书馆(LibrariesoftheFuture)

１９９４ 古巴 哈瓦那
图书 馆 与 社 会 发 展 (LibrariesandSocial
Development)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２．１　研究方法简介与源数据采集编码

笔者全程参与为期六天的会议议程,到访３０余

个主、分会场,聆听学者报告并参与研讨,调研全部

９３个展点与２００件海报作品.获得会议音频２０段

(时长近１１小时)、图片７６７张、视频３０段(时长１７
分３３秒),及所有会议项目资料、演讲、论文文本素

材.使用 NVivo１１录入源数据,清洗素材后进行主

观文本编码,构建国际图书馆界发展趋势概念模型,
藉此全面介绍本届大会的主要内容,解读大会的核

心成果.

２．２　编码分析与概念模型生成

２．２．１　编码文本关键词的语言云词频分析

使用 NVivo１１的词频查询功能,对编码文本做

关键词词频分析,绘制关键词语言云图(图１),图中

字体大小与词频高低正相关.

图１　关键词语言云图与标签云图

２．２．２　编码文本关键词的聚类分析与节点创建

聚类分析发现,聚类数为１０时效果最佳.依据

图２构建节点:①图书馆连通性面临的挑战,②国际

图书馆界解决社会排斥与不平等现象的努力,③图

书馆隐私与知识产权保护举措,④图书馆对馆藏管

护与读者信息获取自由的坚持,⑤图书馆馆际合作,

⑥图书馆跨行业合作,⑦图书馆社区合作行为,⑧图

书馆服务重构与角色定位,⑨多元读者群体服务与

共同体整合,⑩图书馆营销与宣传策略部署.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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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３　基于会议资料的图书馆发展趋势分析概念模型

２．２．３　概念模型构建

通过以上１０个节点与会议主题———连通、合
作、共同体３个二级节点间的关联性分析,生成图

３.图２、图３为下文提供了定量分析数据支撑以及

相对客观的逻辑思维框架.

３　图书馆连通性面临挑战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之下,以数字与移动技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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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为代表的信息超连接工具正以其强大的连通能力

实现社会个体与组织间的同步互联.身为信息连接

传输重要一环的图书馆在热情迎接技术工具的同

时,其与读者的连通性也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３．１　数字网络创新技术蓬勃发展

３．１．１　创客空间技术力量持续壮大

作为近年读者服务领域中迅速崛起的新星,图
书馆将借创客类技术吸引读者,建设创客空间,实现

图书馆生存意义的二次定义[２],创客空间兴起至今

已经广泛为各类型图书馆所接受,其中３D 打印技

术在本次会议期间尤为引人瞩目.会议将注意力集

中在如何实现图书馆３D 打印技术与教育知识传

播、青少年读者群体服务、图书馆空间再造融合的同

时[３],也有学者发问以３D打印技术为首的高新技术

除了带来高昂的开支与吸引读者入馆的噱头,到底

为用户带来了什么.尽管３D打印技术自发明伊始

便饱受非议,甚至在２０１６年４月收到福布斯的“死
亡判决”[４],但即将于２０１９年翻倍的３D打印技术产

业预期投资总量,超过２/３美国企业的应用率[５],乃
至超过４２８家(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数据)的美国公共图书

馆的３D打印服务引进量[６]都证明,纵使该技术有强

制重组产业链和侵犯知识产权的风险,但这股技术

浪潮终将不可回避.

３．１．２　远程教育模式的成熟与阻碍

实体教学形式愈加高昂的成本以及群聚学习习

惯的改变为图书馆推广开放型知识扩散工具服务

(OpenKnowledgeDiffusionTools)拓展了生存空

间,图书馆成为非正式学习模式的主要推手.在线

视频、慕课(MOOC)等开放式教育资源(OERs)技术

手段已成为免费传播教育资源的主要渠道,以慕课

为例,有学者提出图书馆的工作重心应聚焦于未覆

盖慕课服务区域和提升慕课质量上.在图书馆远程

教育如火如荼开展之际,会议期间也听到不少忧虑

之声:一方面,尽管慕课在为读者提供专业化、私人

化的教育机遇方面优势众多,但来自与会者的调研

却发现近半数用户不愿将慕课纳入自己的正规学习

计划[７].另一方面,在传统教学模式转型过程中,图
书馆员面临着来自高校教职人员的阻力,如何跨越

这一鸿沟成为未来图书馆慕课业务推广需要思考的

问题[８].此外,尽管远程教育技术已趋于成熟,互联

网设备与网络通信基础设施的匮乏仍是阻碍发展中

国家读者获取教育资源的严重障碍[３].

３．１．３　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

传统的图书馆社交媒体工具应用渠道与模式趋

于完善,各国图书馆持续在这一成熟领域内实践着

新的想法和创意,如何拓展社交媒体工具的使用边

界正成为图书馆学者的热议话题.美国学者阿伊塔

茨(AytacS)等人报告了研究团队使用脸书(FaceＧ
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网络工具,检索互联网

土耳其卡拉曼利族人文物信息,编制元数据构建卡

拉曼利文化遗产虚拟图书馆的案例,凸显了社交网

络在文化记忆传承与数字人文领域内的巨大作

用[９].与之类似,利用社交网络还原历史事件、实现

民族志知识库构建的案例均使图书馆在这类项目中

的作用得以放大[１０].

３．２　图书 馆 馆 藏 资 源 管 护 与 读 者 信 息 获 取 自 由

保障

３．２．１　数字与实体馆藏资源管护

大数据时代的悄然而至令网络数据存储与传输

量陡然增长,定量化分析结论揭示,数据管护与知识

管理正成为图书馆数字资源连通性保障的支撑基

础.高校数据管理空间与科研机构专员数据管护技

能与需求受到研究者的重点关注[１１],北京大学开放

性研究数据项目(re３data．org)[１２]、韩国数据管护社

交网络数据平台(DＧCuration)[１３]等国际先进项目的

经验得以分享.
实体馆藏管护工作方面,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保存部提出的大批量馆藏管护概念为全球图书馆实

体馆藏的高效装订、大批量去酸化处理、格式转化等

管护流程提供了成本节省型方案[１４].对于各类实

体馆藏的本地灾害预警、防灾减灾[１５]及盗窃防治[１６]

等相关议题,各国代表更是从机构设置、预案制定、
方法工具选择、人员培训、跨机构合作等角度给出了

详尽应对举措.

３．２．２　读者信息获取自由的保障

以图书馆实体与数字馆藏资源获取与图书馆超

连接功能为依托,读者的信息获取自由权益得到了

进一步保障.“我们到底在恐惧什么?”引领着呼吁

阅读自由之声,图书馆与禁书审查制度的斗争将旷

日持久.公众经图书馆获取更多的信息与技能以更

好地行使个人政治、经济、社会权利,读者的社会认

同感由此得以激发.图书馆保障信息获取的公平

性、公开性为推进协同创新、维护社会正义、增强信

息透明性提供了保障.实证资料显示,面向科研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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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社会公众的健康数据提供服务依然是各国图书

馆需要长期开展的重点项目[１７].据«图书馆促进联

合国２０３０年议程»,各类图书馆在提高公共卫生水

平的科研工作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面向读者的大

规模健康信息普及又为提升社会总体健康水平做出

了巨大贡献[１８],尤其在亚洲、非洲等疾病重点防治

区域,图书馆的医疗信息服务为疫情的缓解和控制

立下汗马功劳[１９].

３．３　图书馆超连接将解决社会排斥与不平等现象

图书馆的信息超连接功能将持续致力于消除社

会排斥与不平等现象.本年度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

战争难民问题引发了大会代表对图书馆解决社会排

斥现象议题的热烈讨论.跨文化图书馆概念的提出

使图书馆员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难

民和移民读者群的文化、语言服务上,强调维持文化

多样性是图书馆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跨文化群体和

谐共生、消弭社会排斥的主要路径[２０].
实现性别平等,培训妇女的互联网使用技巧、提

升其文化水平、卫生保健及维权意识,乃至培育其就

业能力,提供就业机会[２１],在乌干达、尼泊尔等地区

成为图书馆关注妇女读者权益的主要体现[１９].同

时各国图书馆逐渐将升级对残疾读者的服务提上日

程,通过国际合作与经验交流[２２]、数字有声书馆藏

规模扩大[１９]等途径,视障读者迎来了更加丰富的文

化体验机遇.此外,图书馆法律咨询服务也为保护

弱势群体,匡扶社会正义,消除贫富差异所造成的社

会鸿沟做出了贡献[２３].

３．４　读者隐私及知识产权保护

基于国土安全维护与反恐行动的合理化,以及

定向性网络推广商业模式的兴起,都使网络用户的

个人隐私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胁[２４].读者隐私

与数据保护的重要性被高度关注,协助保护读者群

体数据安全与隐私不受任何形式的侵犯已成为馆员

的常规义务与责任[２５].当遭遇司法力量强制干涉

与读者隐私信息保护的两难境地①,图书馆人应作

何选择? 如何在与第三方数据商实现合作的同时限

制对方对读者信息的永久性挪用? 强化图书馆用户

隐私信息保护策略、培育馆员隐私保护意识与习惯、
呼吁完善现有数据保护法律是目前国际图书馆界提

出的应对措施.
数字出版浪潮的席卷也引发了业界关于数字内

容版权保护的热议.现有数字发行法律约束并没能

为图书馆的数字馆藏资源借阅与数字保存活动提供

法理依据,业界对数字版权与数字内容管理的理解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２５].诸多欧美图书馆已开始了

这一领域的积极探索,期望通过与作者、出版商的密

切合作,保住图书馆在数字发行领域内的份额,实现

图书馆事业的多元化发展.传统的版权法律已不再

适用,图书馆数字馆藏借阅与使用行为将建立在与

出版商协商的许可合同制度基础之上,而更为完善

的数字版权保护法律与制度举措仍有待多方进一步

沟通.

４　图书馆战略合作加强

大会关于合作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各类图书馆之

间的合作、图书馆与社区的合作以及图书馆跨行业

合作上.加强各类型、各领域图书馆战略合作成为

谋求生存空间、拓展服务范围、保持业务活力的必要

渠道.

４．１　馆际区域合作

馆际合作的历史由来已久,近期不同专业、类型

的图书馆的区域合作呈现出了新特征.专业图书馆

与公共图书馆合作的趋势兴起,以美国为例,法律图

书馆借公共图书馆平台,提供专业培训及信息资源,
使更多底层民众有机会获得专业的法律咨询服

务[２６].图书馆集群合作也由理论转向实践,哥伦比

亚麦德林市多家公共图书馆组建“图书馆公园”[１９],
借用集群优势,为不发达社区提供信息资源,满足读

者的教育与休闲需求.空间维度上,馆际合作由实

体转向虚拟,荷兰公共图书馆成立图书馆在线知识

创新平台(Biebtobieb),三年多的经营已吸引注册用

户４３５０人[２７].大批学者提出研究数据管理(RDM)
的概念,希冀通过对高校图书馆研究型数据的使用

来体现大数据的价值,击破学者不愿共享数据的僵

局.各类、各级、各区域图书馆间的壁垒正被逐渐打

破,一个高度协作、全面互联的国际图书馆有机体正

在形成.

４．２　图书馆与社区合作

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社区的支持,图书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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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服务项目也能为社区乃至民族文化的保存与繁

荣添砖加瓦,战乱中的马里吉通布图市多家图书馆

在社区志愿者的抢救下,将馆藏的大量珍贵历史手

稿、孤本转移至安全地区,在抢救文化遗产方面功不

可没[１９].在公共图书馆转变传统社会角色的过程

中,社区合作是拓展公共图书馆社会影响力、支持市

民关系发展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提升社会整合度、
文化竞争力、加强社会凝聚力与社会包容性的重要

环 节[２８]. 泰 国 妇 女 团 体 图 书 馆 项 目 (SisterＧ
hood)[２９]、斯里兰卡社区国内信息管理项目[３０]等成

功案例都在本届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

４．３　图书馆跨行业资源共享与技术合作

４．３．１　图书馆与政府合作

国际图联主席唐娜席德(DonnaScheeder)在
开幕式讲话中,号召图书馆与各国政府合作实现数

据革新[３１],网络时代图书馆的加入将使国家战略项

目更易于贯彻,图书馆信息共享工程的推进将使政

府的全民教育策略受益.我国图书馆与政府跨领域

的战略合作的步伐就未曾放慢,２０１５年１月国家图

书馆与北京地铁合办的首个地铁图书馆正式运营,
助力全民阅读推广,成为国际图联推广的案例之一.
其次,鼓励图书馆与政府合作也有利于电子政务以

及阳光政治的推行[３２],经由图书馆渠道获取政务信

息将成为未来图书馆的又一主要功能.

４．３．２　图书馆与企业合作

会上,大量数字技术与互联网企业参加到研讨

中来[３３],众多数字化、自动化技术厂商拥有独立展

台,面向各国图书馆宣传服务项目、销售技术设备.
据统计,在参展的９２家社会组织与企业单位中,涉
及自动化与智能图书馆技术的公司共计３９家,其中

又以馆藏数字化、智能自助借阅设备为最多(２３
家).法伯特种车辆公司(FarberSpecialtyVehiＧ
cles)为移动图书馆项目提供特种车辆设计与改造服

务[３４],所展出的设备功能之新颖为人所乐道.近年

来迅速兴起的数字化管护、创新服务等发展方向着

实为图书馆实现与企业联手创造了契机.

４．３．３　图书馆与国际组织合作

«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发展议程»将图书馆列为消除

贫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教育质量以及保障

国民健康的重要合作伙伴[１９].“开放政府伙伴关

系”组织证明了联合国发展议程的论断,该组织与格

鲁吉亚、乌克兰等国政府及图书馆合作,帮助图书馆

员参与公民会议,协助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提升了图

书馆的公众地位.通过寻求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图
书馆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透明性与责任度,借由公

众信息获取项目实现全球同步发展.

５　构建图书馆共同体

图书馆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加快了图书馆界关于

重构国际图书馆服务生态环境、重新定位图书馆社

会角色、融合多元读者群体、实现图书馆自我营销与

宣传推广等主题的思考.

５．１　图书馆服务重构与未来角色定位

随着“去图书馆化”“图书馆消亡论”的逐渐淡

去,图书馆员开始重新审视未来图书馆服务发展的

新方向,固有的信息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现阶段读

者群体的知识获取诉求.开幕式上提出“图书馆的

发展目标并未改变,改变的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具
备改变世界力量的创新技术已唾手可得,图书馆人

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合理使用这类技术工具.丹麦奥

胡思市极具现代化气息的道客一号图书馆项目

(DOKK１),说明西方国家将图书馆定位为市民非正

式开放学习空间与城市媒体中心已成主流设计思

潮,标志着服务观念朝着以人为本、培育创新方向

转变.
会议期间,绿色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型图书馆理

念已成共识,部分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向市民提供清

洁引用水、持续电源的角色还将进一步延续,农业图

书馆协助解决国际粮食安全问题的角色逐步确立,
发达国家图书馆向读者宣传节能知识,甚至出借高

能耗检测设备,成为未来工作变革的走向之一.教

育领域,图书馆已成为高校与各级学校的心脏[１９],
馆员的职能将聚焦于知识组织,其对于消除文盲、普
及基础教育、提供公共学习空间与信息资源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荷兰、瑞典、新加坡的各类图书馆学

习中心的成功实践无不说明,一个由图书馆协同主

导的知识传播、信息互联的时代已经到来.

５．２　图书馆面向多元读者群体的服务及其整合

在图书馆共同体的构成元素中,读者始终是最

为复杂和重要的客体,数字网络环境的兴起、国际区

域性军事冲突、世界金融贸易格局的改变,令具有多

元文化背景的读者服务工作变得倍加棘手.在各类

型读者服务的研讨中,青少年与儿童服务业绩骄人,
文化素养培育已成主流[３５],美国公共图书馆携手高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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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图书馆面向儿童读者提供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领域的创造力培育项目初见成效[３６];美国国会图书

馆自２０１３年创立素养奖,用以奖励与支持在读者文

化素养,尤其是在少儿素养培育服务领域有所建树

的机构[３７].其次,少儿阅读推广的关注度在本届会

议上丝毫没有降低,在少年儿童素养与阅读分会场,
瑞典马尔默市公共图书馆与当地警局、商场合作,向
包括儿童读者在内的群体提供书籍、推广阅读,为各

国代表所津津乐道[３８].
社会少数群体读者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质,

涉及少数族裔、原住民、难民、流离失所人员的图书

馆服务都具有较大难度,同时对于图书馆共同体的

构建也最为必要.图书馆使用现代化数字手段挖

掘、保存、延续少数族群社区的传统知识与文化资料

尤为重要[３９].图书馆联合为移民、失业者、低收入

群体开展就业指导与培训服务成为常态,纽约地区

的三家企业与公共图书馆的商业计划大赛项目就为

国际同仁提供了借鉴[１９].通过运用图书馆的信息

获取与调度能力,向多样化读者群提供文化信息,图
书馆承担起社会均衡器的角色,将为自身谋求更为

丰富的生存意义,图书馆共同体的概念框架也将愈

加立体.

５．３　图书馆营销与宣传

保障图书馆社会影响力与优化读者入馆印象对

图书馆共同体的打造至关重要.打造非传统型图书

馆模式、提高申请社会筹款与拨款的说服力,成为图

书馆市场营销与社会宣传不可或缺的要素.科学的

市场化营销与运作手段,见证了美国丹佛市亚当斯

郡多家公共图书馆由２００４年获“科罗拉多州最差图

书馆奖”到 扭 转 服 务 模 式 并 取 得 业 务 成 功 的 翻

盘[４０].加拿大多伦多市图书馆的成功经验表明,借
用数字创客技术开展读者教育,能够有效吸引读者

入馆,实现品牌再造与馆员角色转型,预见了图书馆

市场营销策略将伴随技术革新而进化[４１].本次会

议还大力鼓动与会图书馆代表积极参与市场营销经

验交流,希望各国图书馆能更多地基于研究型数据

来科学施展最适合本馆发展战略的营销手段.

６　启示与总结

６．１　发挥我国各级图书馆的超连接功能

对比发达国家图书馆信息连接功能发挥现状,
可见我国图书馆的信息获取服务水平虽然与日俱

增,但对于创新服务的开发相对滞后,态度上仍显得

犹豫不决.目前虽有部分公共图书馆尝试创客空间

服务的设计[４２],但从笔者近一年在美国的实际调研

情况来看,在普及率与质量上,都与美国图书馆存在

巨大差距.开放服务设计理念,勇于接纳国际图书

馆的主流技术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图书馆需要在观念

上迈过的门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赋

予了我国图书馆开发具有鲜明特色的读者创新能力

培育服务的契机,我国高校图书馆对社交网络工具

的运用便实现了这样的突破,上海大学图书馆刘华

副馆长以本馆大学生读者对微信移动图书馆的应用

为例,详细介绍了该应用软件的诸多创新功能[４３],
博得了海外同行的认可.

然而,大数据规模信息资源的筛选与储存在技

术和管理模式上是否有更为高效的途径? 实体馆藏

尤其是珍稀馆藏资源的保藏与灾难应对的法规何时

正式出台? 严格的出版审核制度以何种形式得到优

化,以更好地捍卫读者的知识获取自由? 盗版风波

中的数字版权保护意识如何重塑? 诸多问题有待我

国学者在未来持续关注和解决.

６．２　积极谋求跨界长期稳定合作

本届会议上,我国图书馆界参与国际交流的积

极性进一步提升,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台湾省、香
港特区在内)共计５７人,有２家国内单位预约了展

览区展位(湖北省图书馆与深圳CZURTECH 数字

化技术公司),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数据中心也有独立

展台(区域性数据分析研究中心展台只此一家),海
报区参展的中国作品更多,从代表们在会场上的踊

跃表现不难看出,我国图书馆正在越来越自如地融

入国际图书馆大家庭,中国图书馆事业也正在引起

国际同行越来越高的关注度.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比印度、新加坡、菲律

宾、马来西亚等我国周边国家,我们的参与程度与我

国图书馆行业的规模还不成比例.上述国家的代表

不仅在会场上表现卓越,积极参与各分会场的讨论,
更重要的是他们勇于跻身国际图联管理工作的前

线,自信地承担组织事务.当闭幕式上组委会宣布

２０１８年国际图联大会主办权“花落”马来西亚后,该
国代表自信、大方的举止尤为令人难忘.在资金与

技术都不再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阻碍因素的今

天,通过谋求合作吸收国外优秀经验、升级服务水平

正成为我国图书馆争取国际图书馆界地位、承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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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责任的又一目标.

６．３　建设图书馆主导的多元文化共同体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彻底打破了“酒香不怕巷子

深”的古旧营销观念,在构建图书馆多元文化共同体

的道路上,变革图书馆的社会角色,以包容的服务理

念迎接八方来客,吸收网络市场营销策略的精髓,才
是我国图书馆发展的根本原则.由于我国图书馆的

运营机制与欧美图书馆有所不同,国外的优秀经验

并非完全适用,培养自我营销意识、掌握与拓展服务

宣传手段与渠道都有待进一步摸索和深化.可喜的

是,本届大会上,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圕时光”项目

获得了国际图书馆营销奖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不仅

证明了我国图书馆界富有中国特色的服务与营销创

新实力已获国际认可,也体现了我国图书馆人投身

图书馆共同体建造事业的决心与勇气.

６．４　总结

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给本届国际图联大会

的致辞中说道:“此次大会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国际

共同体,我们有责任塑造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完全、自
由获取知识的未来,所有人都能为全世界人民所共

享的信息库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社会将会更

加充满活力,机会无限”.随着全球化与技术浪潮的

进一步席卷,如能把握世界图书馆界的发展脉搏,发
挥图书馆的超连接功能,实现图书馆与社区乃至各

行业广泛深入的长期稳健合作,协作推进教育、文
化、民主与经济的健康持久发展,相信我国图书馆事

业将迎来高速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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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InternationalLibrariesDevelopmentalConditionsand
TrendsBasedonthe８２th WLICObservation

SuWencheng　LuZhangping

Abstract:Thispaperdescribesthedevelopmentalconditionsandtrendsofinternationallibrariesin
termsofthechallengesoflibrariesconnections,collaborationsenforcement,constructionsofcommunities,
byanalyzingsourcedata,suchasfieldnotes,interviewingaudios,videosandpictures,derivedfromthe
processofthe８２th WLICwiththehelpofcomputerＧassistedqualitativedataanalysissoftwareNVivo１１．

Keywords:WorldLibraryandInformationCongress;InternationalLibrarianship;ComputerＧAss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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