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Portrait 2022

Artelibre画廊与“艺术和艺术家基金会”合作，举办了第八届Mod-
portrait画展，这是一个以肖像为形式的绘画比赛，一等奖为10000
欧元，特别素描奖为4000欧元。两个为期一周的BAA（巴塞罗那艺
术学院）研习班和两个在ARTEMIRANDA购买材料的1000欧元奖金; 

Artelibre画廊与“艺术和艺术家基金会”致力于促进和传播造型艺
术。其主要任务是鼓励艺术活动和赞助艺术家。

参赛规则：

1.- 

凡有此意愿的艺术家均可参加

2.-

接受若干作品参赛，这些作品必须是其原创的，并且属于参赛者本
人。

3.-

比赛的唯一主题是肖像，并始终处于造型艺术模式。 该主题的技术
水平和独创性将受到重视。 

4.-  

参赛作品的最小尺寸为40x40cm，最大尺寸为150x150cm。如果宽
度与高度之和不小于80 cm且不超过300 cm，则可接受小于40 cm
或大于150 cm的尺寸的作品。作品不能带画框，可用简单的条带固
定。 禁止使用玻璃进行保护（如有必要，请使用亚克力）。

5-如何参赛

5.1-注册：

2022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不可延期）为注册期，唯一的注
册网站为：www.artelibre.net和www.modportrait.net。
表格下载地址：http://www.artelibre.net/modportrait.

-在表格中填写完整的艺术家和作品数据。
-附加作品的图片（文件大小至少为1.5 MB，最大为6 MB）
-支付48欧元作为每件作品的注册费。
-您可以提交任意数量的作品，每幅作品填写一张表格。

5.2-文件：

发送表格，照片和PayPal付款后，将向您发送确认电子邮件。 请检
查您的详细信息是否正确。 

5.3-评估：

内部评审团将对作品进行首次预选。 2023年1月2日至31日，所有
信息将被发送至评审团，以图像的方式对作品进行第二和第三次预
选。 这些通过图像进行评估的结果将不是决定性的，必须以实物方
式递交作品才能获得评选，荣誉提名和奖项的资格。

5.4-预选：

所有入围者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陪审团的评估以及有关
作品寄送，包装类型和参与条件的详细说明。 只有入围的艺术家才
能进行作品的实际交付。

5.5-寄送：

作品将寄至西班牙萨拉戈萨，截止日期为2023 年 2 月 20 日。 寄
送和退回费用将始终由艺术家支付。

5.6-评选：
 
一旦收到参赛作品且报名截止后，作品将进入各项评选阶段，以确
认其满足参赛规则中的所有要求。

2023年3月初，评审团会将评选结果告知获奖及入围艺术家。同
样，评审团可以授予其认为适当的荣誉奖。

2023年6月至9月将在巴塞罗那欧洲现代艺术博物馆（MEAM）举办
展览、展示作品集并举办颁奖典礼（日期待定）。Artelibre画廊可
能会在其他城市举办展览，并会提前告知艺术家此类情况。

从参赛报名截止到下一届作品征集结束的一年期限内，Artelibre画
廊将有权安置入围的作品，作品将用于举办展览，在此期间入围艺
术家不得要求退还作品。

对于上述提及的展览，如果出现因展览场地原因无法容纳所有入围
作品的情况，Artelibre画廊有权对作品进行挑选展出。

6-评审团：

评审团是独立的，由来自艺术界的专业人士组成。 评审团的决定将
是不可更改的。

线上陪审团：

理查德·埃斯蒂斯（Richard Estes） – 画家- 美国 (名誉主席)
唐·艾迪（Don Eddy） – 画家-美国
马克斯·弗格森（Max Ferguson） – 画家- 美国
吴兆铭（Zhaoming Wu） – 画家 – 美国
利·本克（Leigh Behnke） – 画家 – 美国
丹尼斯·彼得森（Denis Peterson） – 画家 – 美国
冷军 （Leng Jun）- 画家 – 中国
姜国芳 (Guofang Jiang) – 画家 – 中国

线下评审团：

安东尼奥·洛佩兹（Antonio López）-画家-西班牙
何塞·路易斯·科雷亚（José Luís Corella）-画家-西班牙
奥雷里奥·罗德里格斯（Aurelio Rodríguez）-画家-西班牙
阿兰查祖·马丁内斯（Arantzazu Martinez） – 画家 – 西班牙
海梅·瓦莱罗（Jaime Valero）-画家 – 西班牙
何塞·恩里克·冈萨雷斯（José Enrique González）-Artelibre画廊总监



7- 奖项：

设立了10,000欧元的一等奖（由艺术和艺术家基金会赞助）。

特别素描奖4 ,000欧元（由艺术和艺术家基金会赞助）。

BAA（巴塞罗那艺术学院）捐赠了两个为期一周的讲习班。第3-4
页的更多信息）。

ARTEMIRANDA（www.artemiranda.es）捐赠了两份1000欧元的奖
金，用于购买材料。

奖金的支付应遵守法律规定的财务规定，并进行适当的抵扣。（奖
金包括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8-

获奖作品将成为MEAM和艺术与艺术家基金会的财产，拥有独家
使用权，并将获得其展览和复制权。 所有参赛艺术家将在比赛规
章制度下将复制权，印刷权，信息权等授权给主办方，用于发布
画册，广告，社交网络上的信息等。 未经每位艺术家的事先授
权，Aretelibre画廊不得将这些照片用于比赛以外的商业用途。 隶
属美术协会和/或已注册其作品复制权的艺术家，必须将这种情况
告知Aretelibre画廊，并承担相应权利下的费用。

9.-

比赛的组织者将确保妥善保管收到的作品，但对丢失，损坏或被盗
以及在运输，接待，保管，展览或归还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事件
不承担任何责任。各类保险的费用参赛者自付。

10.- 特别素描奖：

该奖项的目的是促进和宣传肖像画中的素描画。 所有参赛的素描作
品将成为ModPortrait竞赛的一部分。 一旦入选了ModPortrait的获
奖作品，将授予特别奖，其格式和其他信息与ModPortrait竞赛的一
般规则相同。 素描作品中使用的技术和材料应服从评审委员会的标
准，评审委员会将保留最终决定权。 

11.-

参加比赛意味着完全接受并遵守这些规定。

 

12.-

Artelibre画廊保留采取未在这些规则上体现的相关举措的权利，但
前提是这些举措有助于比赛的更好发展，并且不会实质性影响比赛
的实质。
所有的相关信息可见网站：

 

Toda la información :
www.modportrait.net/bases-rules
www.artelibre.net/modportrait
artelibre@artelibre.net

PROTECCIÓN DE DATOS
Se informa al solicitante que los datos personales recogidos serán incorporados a las bases de 
datos de Galeria artelibre, responsable del tratamiento y conservación, con domicilio en Previsión 
Social, 20  - 50008 Zaragoza y serán tratados con la finalidad de atender la solicitud de participación 
formulada, gestionar e informar sobre el desarrollo del Concurso ModPortrait en esta y futuras con-
vocatorias, conforme a los puntos indicados en las presentes bases.
Los datos recogidos han de cumplimentarse obligatoriamente, pues de otro modo no podría ser 
atendida la solicitud de participación.
Galería artelibre se obliga, en relación a los datos de carácter personal a los que tuviera acceso 
conforme lo establecido en las presentes bases, al cumplimiento de lo dispuesto en el Reglamento 
Europeo (UE) 2016/679 y de la Ley Orgánica 3/2018, de 5 de diciembre,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Personales y garantía de los derechos digitales y en la normativa vigente de 
aplicación en cada momento.
En cualquier momento, el participante podrá ejercer sus derechos de acceso, rectificación,  
supresión, limitación, oposición y portabilidad dirigiéndose a la dirección de correo electrónico  
artelibre@artelibre.net, concretando su solicitud. El participante garantiza la autenticidad de  
aquellos datos que comunique, y se compromete a mantener actualizados los mismos durante el  
período de duración de esta convocatoria, siendo responsable de todos los daños y perjuicios  

ocasionados por la aportación de datos incompletos, inexactos o fals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