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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ago Ribeiro participating at the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in China - 圣地亚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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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artists from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China 来自世界20 多个国家当代艺 术 家
中国
Beijing, Shanghai, Hangzhou, Nanjing, Shenzhen, Guangzhou,
Chengdu, Chongqing, Changsha, Wuhan, Qingdao Xi'an
Art. 北京 上海 杭州 南京 深圳 广州 成都 重庆 长 沙 武汉 青岛 西安
艺术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SUN RAINBOW EDUCATION CHARITY FUND

国际 艺 术 展
展
太阳彩虹教育慈善基金

SUN RAINBOW EDUCATION CHARITY FUND PROJECT
With the fruitful achievement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entere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around way.
While mak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the field of culture and art also needs
further development. We focus o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high-end artworks,
cooperate with outstanding contemporary art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humanities and art in Chinese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We will hold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s in different cities constantly across the country,
Part of the fund's income will be donated to childre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for thei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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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in Yaotong

Portuguese surrealist artist Santiago Ribeiro is the mentor and promoter of the world's largest surrealist exhibi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Surrealism Now International, which has been exhibited globally as well as in Berlin, Moscow, New York, Exhibition in Dallas, Los
Angeles, Mississippi, Indiana, Denver, Warsaw, Saint Nantes, Paris, London, Vienna, Beijing, Florence, Madrid, Granada, Barcelona,
Lisbon, Belgrade, Montenegro, Romania, Japan, Taiwan, Brazil, Minsk, New Delhi, Jihlava (Czech Republic) and Caltagirone in Sicily
and several cities in Portugal.
Times Square in New York, USA has reported his exhibition information many times, and his works have been collected by collectors in
many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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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iago Ribeiro Paintings, in China 圣地亚 哥
哥 ·里贝 罗 。
画绘 ，在中国

Swifts the birds l 2017
oil on canvas
75 x 50 cm
雨燕 l 2017
油画
75 x 50 cm
Pandemic l 2021
oil on canvas
80 x 50 cm
传播 l 2021
油画
80 x 50 cm
Italian video translated to Chinese by Jin Yaotong 意大利语 视 频 翻
翻译 成中文
成中文
金耀彤
made by 由制成，Vincenzo Cali 文森佐·卡利, Annalina Grasso 安娜丽 娜
娜 ·格拉索, Maurizio Bianucci 毛里齐 奥
奥 ·比亚 努奇
努奇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b4y1y7oT/
more info at 更多信息：
http://www.srecf.com/
https://flbook.com.cn/t/n2ZPA2mX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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