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宝冢剧场（东京） 
2021年10月2日-11月14日

音乐剧

《城市猎人》－失窃的XYZ－
原作／北条 司「城市猎人」 
(c)北条 司／漫画 1985
编剧、导演／斋藤 吉正

管弦乐剧

《Fire Fever!》
编写、导演／稻叶 太地

一般预售 2021年9月5日上午10:00～

票价（日圆，含税）
SS席 ￥12,500 / S席 ￥9,500 / A席 ￥5,500 / B席 ￥3,500



剧情大纲

--- 《城市猎人》－失窃的XYZ－

写在新宿站东出口布告栏上的「XYZ」 
──代表给黑社会清道夫（私家侦探）“CITY HUNTER”冴羽獠的委托讯息。英文最后的3个字母XYZ意为「穷途末路」…陷入绝境的弱者
们无法用正当方法解决问题时，赌上最后的希望进行委托。
冴羽獠只会接受与美女有关或是「能打动自己」的委托──。 

阿獠的根据地「冴羽商事」今天也是一早就回荡着慎村香充满气势的怒吼，因为冴羽獠这个男人虽然拥有顶尖的枪法又重情义，在紧急关
头时也非常可靠，但日常生活却有点「一言难尽」，总是惹恼他的搭档阿香。就在阿獠与阿香进行无意义的口头争吵时，阿獠的旧识──
警视厅的干练美女刑警野上冴子前来委托工作。冴子这次的委托内容是保护非洲小国库贾马拉王国的阿尔玛公主，她因为国内频繁发生军
事政变而逃亡到日本，而且公主还直接指定阿獠。然而阿獠只对成熟美女感兴趣，知道公主才17岁之后就对护卫的工作兴趣缺缺。 
此时新宿站的布告栏上也出现了「XYZ」的讯息，这次的委托来自女演员宇都宫乙，希望城市猎人拯救被卷入黑道纠纷的儿子。阿獠被貌
美女演员担忧儿子的态度打动，二话不说地接受委托。
不久之后，有位男性从美国前来拜访阿獠与阿香，对方是阿獠在美国期间的第一位搭档米克‧安吉尔，他前来日本的目的究竟是…？ 

库贾马拉王国的政变、宇都宫乙的委托……不同的事件逐渐牵扯在一起，阿獠最后陷入与黑暗的巨大犯罪组织乐生会的对峙，而乐生会的
首领海原神可以说是阿獠的抚养者──。

--- 《Fire Fever!》

由彩風咲奈领导的雪组生们，在舞台上相继擦出火花、席卷观众席的表演《Fire Fever!》。 
充满活力的序曲彷佛令人感受到雪组的全新风格，由此揭开男女热情歌舞的缤纷场面。
敬请欣赏汇集新生雪组魅力、有如火焰般炎热的动感表演。



冴羽 獠: 彩風 咲奈
Sakina Ayakaze

慎村 香: 朝月 希和
Kiwa Asazuki

米克‧安吉尔: 朝美 絢
Jun Asami

慎村 秀幸: 綾 凰華
Oka Aya

海怪（伊集院 隼人）: 縣 千
Sen Agata

海原 神: 夏美 よう
Yo Natsumi

野上警视总监: 奏乃 はると
Haruto Sono

新宿的老婆婆: 沙月 愛奈
Aina Satsuki

宇都宫 乙（小林 知花是）: 千風 カレン
Karen Chikaze

蓓蓓: 透真 かずき
Kazuki Toma

General（将军）: 真那 春人
Haruto Mana

伏见 剑: 久城 あす
Asu Kujo

猫饭的妈妈桑: 杏野 このみ
Konomi Anno

阿奇: 愛 すみれ
Sumire Ai

主人 / 樱木: 桜路 薫
Kaoru Oji

犯人 / 平泽: 天月 翼
Tsubasa Amatsuki

雪修女: 白峰 ゆり
Yuri Shiramine

教授: 橘 幸
Ko Tachibana

主要演员

--- 《城市猎人》－失窃的XYZ－



莎莉娜: 妃華 ゆきの
Yukino Himehana

名取 和江: 華蓮 エミリ
Emiri Karen

结城 礼子: 沙羅 アンナ
Anna Sara

勇梨 / 三井: 叶 ゆうり
Yuri Kano

美树: 星南 のぞみ
Nozomi Seina

政: 諏訪 さき
Saki Suwa

冬野 叶子: 野々花 ひまり
Himari Nonoka

野上 冴子: 彩 みちる
Michiru Irodori

野上 丽香: 希良々 うみ
Umi Kirara

麻生 霞: 羽織 夕夏
Yuka Haori

北尾 裕贵: 眞ノ宮 るい
Rui Manomiya

织田 隆治: 星加 梨杏
Rian Seika

埃兰‧潭亚: 汐聖 風美
Kazami Shiose

革命委员会的男性 / 公关（男）: 日和 春磨
Haruma Hiyori

时髦的女性A / 公关（女）: 琴羽 りり
Riri Kotohane

南 敦: 望月 篤乃
Atsuno Mochizuki

新宿的男性: 麻斗 海伶
Mire Asato

小林 丰: 彩海 せら
Sera Ayami

剑会干部: 一禾 あお
Ao Ichika

野上 唯香: 有栖 妃華
Himeka Arisu

革命委员会的男性 / 当铺的男性: 真友月 れあ
Rea Mayuzuki



公关（男）: 琥白 れいら
Reira Kohaku

时髦的女性B: 涼花 美雨
Miu Suzuhana

男记者: 稀羽 りんと
Rinto Mareha

阿尔玛‧潭亚: 夢白 あや
Aya Yumeshiro

竜神 沙也加: 花束 ゆめ
Yume Hanataba

新宿的女性: 莉奈 くるみ
Kurumi Rina

老板娘: 愛羽 あやね
Ayane Manaha

冴羽 獠（少年时期）: 千早 真央
Mao Chihay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