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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剧

《光照之路 〜革命家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
编写・导演／生田 大和

Revue Spectacular

《SUPER VOYAGER!》
－去向希望之海－
编写・导演／野口 幸作 

一般预售 2017年10月7日上午10:00～

票价（日圆，含税）
SS席 ￥12,000 / S席 ￥8,300 / A席 ￥5,500 / B席 ￥3,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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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大纲

--- 《光照之路 〜革命家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

这是心中燃烧着革命理想，但自身也被那把火焰所毁灭的男人——革命家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的故事。 

罗伯斯比生于法国乡村阿尔图瓦州阿拉斯，自幼丧母，之后身为律师的父亲也失踪，罗伯斯比寄身于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他心想如果与
父亲走上同一条路，也许总有一天能与父亲重逢，故而勤于求学，成了一位律师。当上律师的他，在故乡体会到纯朴人民的安稳生活有多
么可贵和脆弱，认为守护人们的生活是自己的使命，而改行成为政治家，在巴黎市区投身于革命—— 
罗伯斯比隶属雅各宾派，历经一段年月后，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法国成为共和国，1793年国王路易十六遭处决。罗伯斯比将法国导
向了全新的时代，成为民众疯狂崇拜的对象，不知不觉间他被视为“革命象征”。 
然而在另一方面，仅因为身为贵族，就被夺走所爱的家人与恋人、人生被毁掉的“革命牺牲者”也为数不少。玛莉‧安奴即是其中一人。她
怀着对革命的复仇心，企图暗杀“革命象征”罗伯斯比，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在巴黎市区等待时机…… 

“雅各宾俱乐部”聚集了无套裤汉（下层市民）所支持的雅各宾党议员。罗伯斯比与至今同心协力推动革命的朋友乔治‧雅克‧丹敦及卡米
尔‧德穆兰畅谈着今后也要继续并肩奋斗。罗伯斯比不停朝着革命的理想迈进。然而，以资产阶级为主要支持群的吉伦特派等反对势力崛
起，国王遭处决刺激诸邻国向法国宣战，这些状况使革命政府陷入混乱、濒临危机。罗伯斯比所追求的“革命理想”逐渐崩溃。 
在此状况下，罗伯斯比以反革命嫌疑之名逮捕吉伦特派的议员。丹敦劝罗伯斯比要正视现实而非追求理想，但罗伯斯比从亲信圣茹斯特口
中听闻丹敦为了私利私欲与吉伦特派私通，背叛了共和国，于是逼使丹敦辞职下台。 
一旦达成革命就能达到理想——被“革命”附身的罗伯斯比宣言要以“恐怖政治”引导革命，接连不断地肃清所有反对自己理想的人……

--- 《SUPER VOYAGER!》

以“VOYAGER（航海者）”为主题，盛大地庆贺望海风斗就任首席明星和新生雪组“出航”的飒爽绚烂歌舞秀作品。 
始于以豪华游轮出航为形象、充满跃动感的序幕，以和新首席明星的名字“望（HOPE）”、“海（OCEAN）”、“风
（WIND）”、“斗（BIG DIPPER）”相关的场面为中心，由满怀希望、迈向未来的各种场面组成。敬请期待凝聚了望海風斗男役的美
学与新生雪组魅力的终极演艺。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
法国革命的中心人物之一

望海 風斗
Futo Nozomi

玛莉‧安奴:
为了某个目的接近马克西米连

真彩 希帆
Kiho Maaya

乔治‧雅克‧丹敦:
法兰西共和国司法部长，马克西米连的朋友

彩風 咲奈
Sakina Ayakaze

塔列朗‧佩里戈尔:
法国的政治家

夏美 よう
Yo Natsumi

卡米尔‧德穆兰:
革命家，记者。马克西米连的朋友

沙央 くらま
Kurama Sao

卢诺夫人:
卢诺的妻子

梨花 ますみ
Masumi Rika

玛莉‧安奴的母亲: 舞咲 りん
Rin Maisaki

奥兰普:
女权运动家

舞咲 りん
Rin Maisaki

卢诺:
印刷店的经营者

奏乃 はると
Haruto Sono

克蕾尔:
女权运动家

早花 まこ
Mako Sahana

特萝瓦妮:
女权运动家

沙月 愛奈
Aina Satsuki

波丽奴:
女权运动家

千風 カレン
Karen Chikaze

姜‧马利‧罗兰:
吉伦特派议员

透真 かずき
Kazuki Toma

玛诺‧ 罗兰夫人:
罗兰的妻子。通称“吉伦特派的女王”

彩凪 翔
Sho Ayanagi

约瑟夫‧富歇:
雅各宾派议员

真那 春人
Haruto Mana

乔治‧库东:
雅各宾派议员

久城 あす
Asu Kujo

路易‧马利·斯坦尼斯·菲瓮:
雅各宾派议员

煌羽 レオ
Reo Kiraha

布朗修拜克:
普奥联军的将军

煌羽 レオ
Reo Kiraha

主要演员

--- 《光照之路 〜革命家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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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安东万‧德‧圣茹斯特:
雅各宾派议员

朝美 絢
Jun Asami

伊莎贝尔:
女权运动家

愛 すみれ
Sumire Ai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
吉伦特派议员

桜路 薫
Kaoru Oji

玛莉‧安奴的父亲: 桜路 薫
Kaoru Oji

姜‧兰伯尔‧塔利安:
雅各宾派议员

天月 翼
Tsubasa Amatsuki

柯洛‧德布瓦:
国民公会议长

橘 幸
Ko Tachibana

莫里斯‧迪普勒:
爱蕾欧诺的父亲

橘 幸
Ko Tachibana

加布莉儿‧丹敦:
乔治的妻子

朝月 希和
Kiwa Asazuki

莫妮克:
女权运动家

妃華 ゆきの
Yukino Himehana

皮耶‧韦尼奥:
吉伦特派议员

真地 佑果
Yuka Machi

菲利浦‧鲁‧巴:
雅各宾派议员

永久輝 せあ
Sea Towaki

比约‧瓦伦:
雅各宾派议员

叶 ゆうり
Yuri Kano

路易十六: 叶 ゆうり
Yuri Kano

奥古斯丁‧罗伯斯比:
马克西米连的弟弟，雅各宾派议员

綾 凰華
Oka Aya

爱蕾欧诺‧迪普勒:
马克西米连寄宿家庭的女儿

星南 のぞみ
Nozomi Seina

弗朗索瓦‧比佐:
吉伦特派议员

叶海 世奈
Sena Kanami

迪穆里埃将军:
吉伦特派议员/法兰西共和国的将军

鳳華 はるな
Haruna Hoka

玛莉‧安奴的妹妹: 夢乃花 舞
Mai Yumenoka

大卫:
画家

諏訪 さき
Saki Suwa

报贩: 諏訪 さき
Saki Suwa

保罗‧巴拉斯:
雅各宾派议员

陽向 春輝
Haruki Hi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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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罗伯斯比:
马克西米连的妹妹

野々花 ひまり
Himari Nonoka

卢希‧德穆兰:
卡米尔的妻子

彩 みちる
Michiru Irodori

阿妮耶丝:
女权运动家

桜庭 舞
Mai Sakuraba

弗朗索瓦:
玛莉‧安奴的情人

眞ノ宮 るい
Rui Manomiya

弗朗索瓦‧昂里欧:
雅各宾派议员

縣 千
Sen A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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