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宝冢剧场（东京） 
2019年5月3日-6月9日

Grand Stage

《梦现无双　-改编自吉川英治原作「宫本武藏」-》
编剧、导演／斋藤 吉正

Revue Exotica

《恭贴　天使之城》
编写、导演／藤井 大介

一般预售 2019年3月31日上午10:00～

票价（日圆，含税）
SS席 ￥12,000 / S席 ￥8,800 / A席 ￥5,500 / B席 ￥3,500

 

 



剧情大纲

--- 《梦现无双　-改编自吉川英治原作「宫本武藏」-》

在德川家赢得关原之战，开始治理天下的时期──生于作州宫本村的新免武藏是一位勇猛鲁莽的青年，其人生目标是成为“天下无双”的
剑豪。武藏因拥有高强的剑术而骄傲自满，只懂得杀人的剑法，僧侣泽庵为武藏的将来担忧，劝导他改名为宫本武蔵，启程踏上琢磨身心
的旅行。 
　 
武藏开始了一心迈进于通往“无双”之路的艰苦旅行。武藏与各式各样的人相遇，不只琢磨剑术，人格也有所成长。在武藏家乡的青梅竹
马阿通倾慕着他，也追踪着他踏上旅程。武藏也同样思念着阿通，但现在的他以在剑术上登峰造极为目标，他认为这样的自己无法满足阿
通的心愿，因而压抑住摇摆的心。 

在同一个时期，声名远播的天才剑士佐佐木小次郎成了民众的话题中心。武藏和小次郎结下了一段不浅的孽缘。不久后展开一段命运的对
决。 
在梦想中的“无双”成真后，武藏所看见的景色究竟是──

--- 《恭贴　天使之城》

笼罩着神秘东洋氛围的国度，泰国。泰国的人们称其首都为“恭贴（天使之城）”。以被碧藍海洋和鮮豔花朵懷抱的南國樂園為舞台，引
出以珠城りょう為中心的月組全新的魅力，為觀眾呈現異國風情洋溢的歌舞秀。



宫本武藏: 珠城 りょう
Ryo Tamaki

阿通: 美園 さくら
Sakura Misono

佐佐木小次郎: 美弥 るりか
Rurika Miya

泽庵宗彭: 光月 るう
Ru Kozuki

阿杉: 夏月 都
Miyako Kagetsu

柳生石舟斋宗严: 響 れおな
Reona Hibiki

政: 玲実 くれあ
Kurea Remi

新免无二齐: 紫門 ゆりや
Yuriya Shimon

阿甲: 白雪 さち花
Sachika Shirayuki

本阿弥光悦: 千海 華蘭
Karan Chinami

武藏（少年）: 香咲 蘭
Ran Kosaki

祗园藤次: 輝月 ゆうま
Yuma Kizuki

阿吟: 楓 ゆき
Yuki Kaede

出云阿国: 晴音 アキ
Aki Harune

本位田又八: 月城 かなと
Kanato Tsukishiro

渊川权六: 春海 ゆう
Yu Harumi

吉冈传七郎: 夢奈 瑠音
Rune Yumena

朱实: 叶羽 時
Toki Kanoha

主要演员

--- 《梦现无双　-改编自吉川英治原作「宫本武藏」-》



矢重: 桜奈 あい
Ai Sakurana

辻风典马: 颯希 有翔
Yuto Hayaki

植田良平: 蓮 つかさ
Tsukasa Ren

吉野太夫: 海乃 美月
Mitsuki Umino

庄田喜左卫门: 佳城 葵
Aoi Kashiro

木村助九郎: 朝霧 真
Makoto Asagiri

又八（少年）: 姫咲 美礼
Mirei Himesaki

吉冈清十郎: 暁 千星
Chisei Akatsuki

阿通（少女）: 麗 泉里
Senri Urara

日观: 周旺 真広
Mahiro Suo

三十郎: 音風 せいや
Seiya Otokaze

伊织: 清華 蘭
Ran Kiyoka

阿嚴: 蒼真 せれん
Seren Soma

村田与三: 英 かおと
Kaoto Hanabusa

青木丹左卫门: 朝陽 つばさ
Tsubasa Asahi

法典原的女村民: 陽海 ありさ
Arisa Hiumi

出渊孙兵卫: 蘭 尚樹
Naoki Ran

辻风黄平（宍戸梅轩）: 風間 柚乃
Yuno Kazama

宫本村的少年／少女: 桃歌 雪
Yuki Momoka

宫本村的少年／少女: 夏風 季々
Kiki Natsukaze

草薙天鬼: 空城 ゆう
Yu Sorashiro



秃: 妃純 凛
Rin Hisumi

小茶／白乌: 天紫 珠李
Juri Amashi

太郎／法典原的男村民: 彩音 星凪
Sena Ayaoto

城太郎: 結愛 かれん
Karen Yui

次郎／法典原的男村民: 礼華 はる
Haru Reika

恶徒: 甲海 夏帆
Natsuho Komi

阿花: 天愛 るりあ
Ruria Amana

阿月: 菜々野 あり
Ari Nanano

恶徒: 蘭世 惠翔
Keito Ranze

细川藩的武士: 柊木 絢斗
Ayato Hiragi

宫本村的少年: 白河 りり
Riri Shirakawa

壬生源次郎: 羽音 みか
Mika Haon

凛弥: きよら 羽龍
Haryu Kiyo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