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冢大剧场（兵库）
2019年8月23日-9月30日

三井住友VISA卡剧场
Musical

《A Fairy Tale －蓝玫瑰精灵－》
编写、导演／植田 景子

三井住友VISA卡剧场
Revue Romance

《Charme!》
编写、导演／稻叶 太地

一般预售 2019年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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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情大纲

--- 《A Fairy Tale －蓝玫瑰精灵－》

19世纪中期，产业革命使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大英帝国呈现空前的繁荣。
在比卡兹商会工作的植物学者哈维致力于国家产业之一的植物研究，他接到一个委托要求他使某个荒废的庭院重生为玫瑰园。那里碰巧是
哈维的叔父尼克生前以园丁的身分精心照料的庭院。
在哈维前往该庭院的途中，遇到恶劣的天气，被深雾笼罩。从雾中传来风声、野鸟的鸣叫声，以及不可思议的歌声……哈维被牵引到神秘
的世界，扩展在他眼前的是蓝玫瑰盛开的庭院。此时现身的是美得超脱凡尘的玫瑰精灵，艾卢。艾卢露出神秘的微笑，告诉哈维希望能再
次在雾中相见。

──隔天早晨哈维从某位老太太口中得知那座庭院不再开花的原因──

50年前，那里被称为温菲尔德的宅邸，庭院里绽放着许多漂亮的玫瑰。「艾卢」是寄宿在那些玫瑰的精灵当中最美、最优雅、气质高贵，
被视为「被选中的存在」而倍受瞩目的白玫瑰精灵。在某个满月的夏至夜晚，艾卢和误闯入庭院的少女夏洛特相遇。她是威尔顿子爵的独
生女，在玫瑰盛开的季节会全家一起来这栋宅邸度过。她相信精灵存在，并期望见到精灵的那份心意，让神秘的门扉在那个夏至夜晚敞开
了。在眼眸相视的那一瞬间便动心的艾卢和夏洛特约定每年在玫瑰绽放的季节来这个庭院相见。夏洛特每年越渐成熟美丽，艾卢也期待着
能见到她的季节，两人无可取代的共处时光转眼间就流逝过去了。然而根据自然界的戒律，从人类看不见的世界守护人类才是精灵的责
任，在人类成为大人之前，必须洒上「忘却之粉」，让人类忘记精灵的存在。在和夏洛特度过的最后一个玫瑰季节，打破戒律的艾卢遭到
自然界的女神提毗的制裁。从此艾卢被变成不存在这世界上的「蓝玫瑰」精灵，美丽的庭院也被封闭在雾中。

直到那份罪过受到饶恕为止，艾卢和精灵们必须永远活在被深雾笼罩的黑暗中。艾卢能否再次和夏洛特相遇？恢复原本的姿态，让温菲尔
德宅邸的庭院再次绽放美丽玫瑰的日子又能否重现呢？

--- 《Charme!》

「Charme」在法语中代表魅力、性感、魔法、咒语等意思。本歌舞秀以沉睡于花与光之都巴黎的妖异吸引人心的地下城为舞台背景。明
日海りお在各作品展现多采多姿的模样，持续散发压倒性的魅力，以这样的她为中心，个性丰富的花组将在舞台上编织出高雅的华丽、性
感的美丽、从黑暗迈向光明的希望等。



玫瑰精灵艾卢: 明日海 りお
Rio Asumi

夏洛特‧威尔顿: 華 優希
Yuki Hana

哈维‧洛克吾德: 柚香 光
Rei Yuzuka

迪尼塔斯: 高翔 みず希
Mizuki Takasho

玛莉‧安: 芽吹 幸奈
Yukina Mebuki

奥兹华‧比卡兹: 瀬戸 かずや
Kazuya Seto

Mr.狄肯兹／精灵舞者: 冴月 瑠那
Runa Saezuki

克拉路丝: 白姫 あかり
Akari Shiraki

女教师: 鞠花 ゆめ
Yume Marika

迪比特‧布朗: 航琉 ひびき
Hibiki Wataru

Mysterious old lady［神秘老婆婆］: 美花 梨乃
Rino Mihana

精灵舞者: 舞月 なぎさ
Nagisa Maizuki

奥利佛: 和海 しょう
Sho Kazumi

情人: 華雅 りりか
Ririka Kaga

吉尔伯特‧卡莱尔: 羽立 光来
Mitsuki Haryu

尼克‧洛克吾德: 水美 舞斗
Maito Minami

伊布琳: 真鳳 つぐみ
Tsugumi Maho

Mysterious lady［神秘贵妇］: 乙羽 映見
Emi Otohane

主要演员

--- 《A Fairy Tale －蓝玫瑰精灵－》



凯文‧格里菲斯: 優波 慧
Kei Yunami

奥拉: 更紗 那知
Nachi Sarasa

玻奴斯: 千幸 あき
Aki Chiyuki

芙洛兰丝‧威尔顿夫人: 城妃 美伶
Mirei Shiroki

涅利‧格里菲斯: 春妃 うらら
Urara Haruhi

埃德蒙‧威尔顿子爵: 紅羽 真希
Maki Kureha

农夫的妻子: 雛 リリカ
Ririka Hina

班: 綺城 ひか理
Hikari Ayaki

维尔托斯: 飛龍 つかさ
Tsukasa Hiryu

农夫: 峰果 とわ
Towa Mineka

马夫: 澄月 菜音
Naoto Sumizuki

老太太: 若草 萌香
Moeka Wakakusa

马修: 帆純 まひろ
Mahiro Hozumi

拉耶杜丝: 凛乃 しづか
Shizuka Rinno

普鲁可: 音 くり寿
Kurisu Oto

罗宾: 糸月 雪羽
Yukiha Itotsuki

白玫瑰精灵: 聖乃 あすか
Asuka Seino

波耶塔: 泉 まいら
Maira Izumi

麦克: 一之瀬 航季
Koki Ichinose

精灵舞者: 愛乃 一真
Kazuma Mano

精灵舞者: 芹尚 英
Ei Serina



精灵舞者: 太凰 旬
Shun Tao

精灵舞者: 三空 凜花
Rinka Miku

精灵舞者: 涼葉 まれ
Mare Ryoha

格拉特丝: 朝葉 ことの
Kotono Asanoha

布莱恩: 希波 らいと
Raito Kinami

精灵舞者: 二葉 ゆゆ
Yuyu Futaba

夏洛特的幻影[9岁]: 都姫 ここ
Koko Miyahime

凯缇: 愛蘭 みこ
Miko Aira

夏洛特的幻影[11岁]: 美羽 愛
Ai Mihane

精灵舞者: 美里 玲菜
Reina Misato

精灵舞者: 稀奈 ゆい
Yui Mare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