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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图书馆运动由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简称国际图

联）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共同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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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什么是世界图书馆什么是世界图书馆什么是世界图书馆什么是世界图书馆运动？运动？运动？运动？    

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是国际图联, 美国图书馆协会, 以及各图书馆发

起的公众教育运动，其目的是向全世界宣告图书馆和图书馆馆员在

21 世纪的价值，并力争通过各个国家或地区图书馆协会之间的合作，

有效地开展各项活动来向世人展现图书馆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是于 2001 年 8 月在波士顿召开的第 67 届国际图

联大会上，正式展开全球范围内的图书馆运动。 

在此之前，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开展国内图书馆公众教育实践活动

的基础上，注册了一个商标“@你的图书馆”，用来统一美国图书馆及

馆员围绕图书馆公众教育所开展的各种推广、交流活动。 

如今，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沿用了这一商标，“@你的图书馆”在国际图

联的宣传资料中，对这一商标的注释是：全球图书馆及馆员在开展图

书馆公众教育活动时候，尽量采用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志，以求获得更

好的效果。 

 

二、已二、已二、已二、已有多少有多少有多少有多少协会协会协会协会成员成员成员成员参加参加参加参加了世界图书馆了世界图书馆了世界图书馆了世界图书馆运动？运动？运动？运动？        

已经有超过 30 个国家或地区的图书馆协会参加这一运动。例如： 

● 美国图书馆协会 

 ● 加勒比大学研究与公共图书馆协会 

 ● 里斯本大都会地区促进与发展公共阅读协会 

 ● 澳大利亚图书馆与信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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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塞拜疆图书馆发展协会 

 ● 白俄罗斯图书馆协会 

 ● 巴西图书馆管理人员，信息科学家联合会 

 ● 希腊图书馆管理员协会 

 ● 冰岛图书馆与信息服务协会 

 ● 意大利图书馆协会 

 ● 日本图书馆协会 

 ● 韩国图书馆协会 

 ● 摩尔多瓦图书馆协会 

 ● 哈塞克斯坦共和国图书馆协会 

 ● 墨西哥图书馆管理员协会 

 ● 国立图书馆管理员与信息服务与研究机构人员协会 

 ● 阿根廷共和国国立图书馆管理员协会 

 ● 新加坡国立图书馆理事会 

 ● 塞尔维亚国立图书馆 

 ● 尼泊尔图书馆协会 

 ● 尼日利亚图书馆协会 

 ● 挪威图书馆协会 

 ● 萨尔瓦多图书馆管理员协会 

 ● 土耳其图书馆管理员协会 

 ● 信息服务人员与图书管理员联盟 

 ● 乌拉圭图书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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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图书馆运动三、世界图书馆运动三、世界图书馆运动三、世界图书馆运动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什么????    

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通过帮助各国各地区的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开

展以下工作，以促进当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树立多样化的服务意识； 

提高中小学、大学、政府部门在工作和社区生活中对图书馆的

利用率； 

拓宽图书馆资金渠道，增加投入； 

帮助图书馆馆员以管理员身份站在一个公正中立的角度，去理

解和处理图书馆行业内所面对的一些新问题，如：知识自由、

资源共享、数字鸿沟等； 

鼓励更多人把图书馆管理及服务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 

 

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通过帮助各国各地区的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努

力实践与探索，来证明当今的图书馆是一个充满活力、孕育机会的场

所，是国内民众认识世界、通往世界的桥梁： 

根据规则，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允许各个协会成员，借助运动所带

来的影响力，拓宽资金渠道，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助，并以此支付开

展各种活动所发生的费用。比如，墨西哥图书馆管理员协会就借此机

遇成功地获得国家文化部的资金赞助，用来支付编印发行 16000 册图

书馆手册所发生的费用。 

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还努力为各个协会成员提供一个平台，来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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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会名流如总统或者著名作家等的注意力，以求获得他们的支

持。例如，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就成功获得了这些名人赞助和支持，来

帮助图书馆协会促进当地的图书馆事业发展。 

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还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合作，来提升各个图书馆

的使用率。 

 

四、世界图书馆运动四、世界图书馆运动四、世界图书馆运动四、世界图书馆运动是怎样是怎样是怎样是怎样开展开展开展开展的？的？的？的？    

这个活动是建立在@your library 这个品牌标志的基础上，如

educate yourself@ your library  在英语里“@”的意思是“在”。 

这个品牌标志可以在不同国家翻译成不同语言，使它在当地就如

同“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所用的广告标识一样，通俗好记。 

众所周知，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语言中，一个标志的翻译是需要

做适当的修改，以便融入当地的文化与习俗，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

果。如今，这个品牌标志已经成功被翻译成 25 种语言，体现出很好

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其目的就是用来帮助各地图书馆及图书馆馆员推

广宣传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及服务项目。 

图书馆馆员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广泛使用这一标志，例如把标志印

在固定的牌上，用于各种讲座、会议等场合，使它成为图书馆形象的

化身。 

已经有一些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具体实践的案例，这些案例都介绍

了图书馆如何去运用这个方法来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同时鼓励吸引

更多的民众参观、使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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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如何加入如何加入如何加入如何加入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    

任何一个图书馆想要加入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首先需要向所在国家

或地区的图书馆协会申请并得到认可，其程序通常是：递交申请书给

国家或地区的图书馆协会，由图书馆常务理事会或全体理事会集体讨

论，然后集体表决，如果获得同意，将由图书馆协会主席在其递交的

申请书末签字盖章，最后递交国际图联总部。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该协会要在其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开展一系列

活动，努力提升图书馆及图书馆馆员的社会价值，共同创造并见证，

世世世世界图书馆运动界图书馆运动界图书馆运动界图书馆运动的意义及其所体现的重要性。 

 

 

六、六、六、六、如何开展如何开展如何开展如何开展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    

指南以乌拉圭图书馆为例，摘选部分内容供其它图书馆协会参

考。 

（一）拟定计划 

图书馆协会须要根据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的总体思路及目标，拟定各

自的具体计划，而这个计划既要明确协会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还要阐

述清楚这一计划所针对的受益对象和计划的主要工作内容。 

（二）明确计划内容 

1. 确定方向和目标 

2. 确定受众群体 

3. 扩充信息 

4. 分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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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寻找资源 

6. 发出信息 

7. 评估效益 

（三）阐述对外方针和目标 

协会需要在计划中详细阐述项目目标，以及目标对现实社会的意

义。 

1. 告知广大民众，特别是政府，图书馆是政府推进教育、加快科

学及民主建设进程的重要场所； 

2. 公开（乌拉圭）图书馆服务的多样性和信息资源的丰富性。 

（四）阐述对内方针和目标 

1. 展开一系列适合各类图书馆但是又能体现不同类型图书馆功

能及作用的宣传活动； 

2. 创建能够被各类图书馆共同利用的工具、资源和设备； 

3. 在图书馆协会内部提供分享公共关系、市场和宣传的机会； 

4. 注重并强化各类图书馆所举办的各种宣传活动之间的关联，以

求丰富活动的总体内涵，形成统一的品牌效益； 

5. 制定图书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下的快速应对预案，如：在政府

或其它投资人对图书馆经费作大幅削减情况下，图书馆的应

对预案等。 

6. 鼓励并创造多种条件为图书馆馆员及职员开展工作； 

7. 拓展资金渠道，丰富活动内容，扩大活动范围； 

8. 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为活动得以不断发展及时提供最新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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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9. 加大与公共关系公司和市场营销组织之间的合作，如：READ，

National Library Week，Library Card Sign-up Month 等。 

值得提醒的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已将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世界图书馆运动作为其协会

开展整体宣传工作的核心部分，因为，这样能够帮助美国图书馆协会

营造一个全新的国内和本土环境，促进各项工作的进步和事业的发

展。尤其须要说明的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力求

使得民众清楚地知道美国图书馆协会所制定计划的目的性，同时将计

划的宣传范围尽可能地扩大，覆盖到美国立法机关、本地居民、各州、

各级，甚至包括国际宣传。 

 

七、世界图书馆运动所产生七、世界图书馆运动所产生七、世界图书馆运动所产生七、世界图书馆运动所产生的的的的实际实际实际实际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增加图书馆的使用率； 

      吸引专业化人才，广纳资源； 

      吸引外部资金和社会赞助金； 

      让民众充分感受到图书馆的公益性所带来的便利。 

 

八、八、八、八、目标的受益面目标的受益面目标的受益面目标的受益面    

在实践中，图书馆协会将会面临着很多挑战，以美国图书馆协会

的实践为例，须要提醒的是：由于每一个美国图书馆协会各个专业成

员组织、每一个图书馆，甚至是每一个活动的参与者，都有不同的需

求。因此，活动整体目标的受益者，都会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向活

动组织者提出要求，希望能被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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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适的活动计划应该考虑到每一个收益面，并提供了充分体

现这些专业协会及其延伸的受益群体的利益。这些收益面可以被划分

为以下几类： 

第一，普通受众，包括图书馆的使用者和非使用者； 

第二，决策者和那些影响他们决策的人； 

第三，同盟和合伙人。 

第四，各个协会组织及其受益群体 

 

  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学院或者大学的

管理者（学术研究性图书馆协会）； 

  中学教师和管理者，中学学生和家长，基础教育的管理者（中

学图书馆协会）； 

  赞助者和决策者，公司或社团领导人，家长和非家长（20—30

岁），老人和新进美国移民，年轻人（公共图书馆协会）； 

   胎儿、婴儿、幼儿、儿童，孩子的父母和其它监护者，幼儿学

校管理者，幼教（儿童图书馆协会）。 

 

 

九、九、九、九、关键信息关键信息关键信息关键信息        

以下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重要信息，提供

给其它图书馆同行分享： 

图书馆是不断变化并富图书馆是不断变化并富图书馆是不断变化并富图书馆是不断变化并富有活力的场所有活力的场所有活力的场所有活力的场所 

面对全球信息浪潮，我们可以把图书馆馆员比喻信息浪潮中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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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教练，他们训练有素、视角宽广，积极帮助每一位读者，就像老师

教会小孩识字一样，使得读者具备相当的信息素养； 

图书馆还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地方图书馆还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地方图书馆还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地方图书馆还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地方 

以美国为例，美国图书馆是美国梦的一部分，图书馆为民众提供

了教育及自助研习的场所，而正是图书馆的公益性，为每一位追梦者

紧紧抓住机遇提供了免费的空间。 

图书馆带给你一个全新的世界图书馆带给你一个全新的世界图书馆带给你一个全新的世界图书馆带给你一个全新的世界 

图书馆还能同时帮助你认识这个世界。试想，还有其他什么地方

能帮助你同时获得书本和网络上的几乎所有信息，同时能在查询知识

和翻译时得到专业服务呢？ 

 

以下信息是美国图书馆协会及各个成员馆在广泛收集、分析了社

会舆论及读者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总结出来的，

这些信息包括： 

（1）我们必须说明我们必须说明我们必须说明我们必须说明，什么是图书馆独一无二的行业特点？图书

馆在人们工作、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同网络、超级书

店一样，是无可替代的； 

（2）我们必须做到我们必须做到我们必须做到我们必须做到，读者来到图书馆，就应该能在读者需要的

时候，及时、有效地得到图书馆馆员的交流和指导。而图

书馆必须广而告之让人们知晓，如今的图书馆馆员是训练

有素的信息技术专家，他们能够帮助各种读者，包括学龄

前儿童、大学生甚至即将退休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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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必须意识到，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互动非常重要，有

些重要的认识，不仅仅在于被读者接受就可以，而且要在

馆员之间、读者与馆员之间，达成共识； 

（4）我们须要探索的我们须要探索的我们须要探索的我们须要探索的，尽量扩大范围，让凡是能够接受我们的

观点，并达成共识的图书馆尽可能地加入到这一活动中。 

 

十、十、十、十、乌拉圭图书馆协会乌拉圭图书馆协会乌拉圭图书馆协会乌拉圭图书馆协会计划计划计划计划（（（（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活动的参与者 

图书馆馆员和研究图书馆专业者；   

信息中心职员； 

政府领导者、政策制订者和宣传机构； 

媒体； 

战略合作伙伴，包括投资机构； 

教育者、学校组织和管理者； 

普通民众，即父母、孩子、学生和从事各种职业的人； 

背景资料： 

乌拉圭图书馆协会得到了邀请函，参加了以下活动： 

世界图书馆运动（2004 年 1 月） 

国际注册商标协议（2004 年 1 月） 

项目发展（2004 年 7 月） 

项目展示，乌拉圭，（200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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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项目的目标 

（1）告诉民众，尤其是政治家，图书馆是他们获取信息，

推进教育、科技及民主进程的重要场所； 

（2）公开乌拉圭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和信息丰富性 

（3）激励与巩固信息在各个范围内的使用，比如：教育界、

劳动节、政治界、技术生产、娱乐界，科学界的使用。 

（4）以图书馆馆员为主，吸引其它专业人士一起搭建一个

面向公众的平台，发起例如“知识自由”、“信息共享”、“信

息瓶颈”、“数字信息普及”等等问题的讨论。 

 

乌拉圭项目的现实意义 

1. 向公众提供图书馆服务及公众所要的专题信息； 

2. 鼓励知识创新，激励个人或团体研究者充分图书馆资

源； 

3. 读者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人性化； 

4. 鼓励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 

5. 通过信息服务，促使图书馆公众教育职能持续和发扬。 

 

乌拉圭项目的预期成效 

创建一个多学科网络； 

与各个学科研究者一起，在图书馆创建一个信息共建

共享平台； 

促使信息交流技术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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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专门的小册子及网站； 

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扩大图书馆的影响力。 

 

乌拉圭项目的短期和长期目标 

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及作用； 

吸引更多的政府及公共机构的资金投入； 

增加社区居民对图书馆资源及服务的利用率； 

加强馆际合作，共同实现目标； 

实现科学技术知识的自由接受与发布。 

 

乌拉圭项目的方法论 

乌拉圭的活动计划书是在 IFLA 国际图联所倡导的世界图书馆世界图书馆世界图书馆世界图书馆

运动运动运动运动提出的方法论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提出来的。 

 

乌拉圭项目的覆盖面 

项目活动情况将被国内主要媒体跟踪报道，揭示国家层面及

各个领域的信息资源与服务现状。 

 

乌拉圭项目的进程 

第一步，2004 年 1 月——8 月，目标的决定，活动计划和目标的

拟订，发展项目。 

第二步，2004 年 9 月——2005 年 3 月，蒙得维的亚市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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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及，与信息负责人的洽谈和接触，与市政高等权威

的磋商。 

第三步，2005 年 4 月——12 月，世界图书馆运动的正式开始，

计划书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在蒙得维的亚其他公共书

馆的普及，教育文化部的接触和协商，媒体的利用。 

第四步，2006 年 1 月——12 月，国内其他公共图书馆的加入，

扩展大学内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单位信息量，在国内继续

权威的宣传和普及，继续和媒体的洽谈。 

   

计划评估 

计划采用定期评估方法，并根据评估意见，提出整改措施，

积极调整，逐步改变图书馆行业内的不良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