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冢大剧场（兵库） 
2021年6月26日-8月2日

音乐剧

《夏洛克‧福尔摩斯－The Game Is Afoot!－》
～出自阿瑟‧柯南‧道尔笔下的角色～
编写·导演／生田大和

壮丽宝冢

《Délicieux！－甜美的巴黎－》
编写·导演／野口幸作

一般预售 2021年6月5日上午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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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情大纲

--- 《夏洛克‧福尔摩斯－The Game Is Afoot!－》

19世纪末，受到蒸气机械吐出的烟雾围绕的城市──伦敦。急速的产业都市化让大多数默默无名的市民汲汲营营于生活，连邻居的长相都
不知道，这样的伦敦被不知名的阴影垄罩，成为各种犯罪的温床。就在一个世纪即将画下句点时，人们的日常受到某个连续杀人犯威胁
──生活在把杀人预告刊登在报纸上、连续犯下杀人案件、消失在雾霭的另一边的「开膛手杰克」恐惧之下──。 

第5人的杀人预告刊登在报纸当天，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的雷斯垂德探长为了委托协助办案而造访了位于贝克街221B的哈德逊夫人住
家。租在其中一间房间里的男子，正是拥有过人的洞察力与观察力，而且还运用变装术协助解决许多困难案件的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早已扮演流浪汉潜入伦敦市内进行搜查，提出了一连串的事件并不是单一人物的犯行，而是组织犯罪的大胆假说。为了证明这件
事情，他解开了用于传递消息的锁的暗号，等待着「猎物」……然而福尔摩斯的作战无奈地以失败告终，抓到的人只是送货人，没有任何
关于真正犯人的线索。不过只要追着一个又一个弄到手的锁，总有一天会找出黑幕才对──福尔摩斯在心中坚定发誓要解开真相。 

「开膛手杰克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虚幻存在」，福尔摩斯的推理是正确的，一切犯行都是由伦敦地下社会的掌控者、天才数学家詹姆
斯‧莫里亚蒂教授操控的。他秘密接受英国政府首脑阵容的委托，按照他们的期望收拾目标，塑造成是「开膛手杰克」的恶行──莫里亚蒂
至今已经用这种方式成功杀害了4人，却因为福尔摩斯的登场而陷入困境，而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愿放弃的莫里亚蒂对于大臣们焦急寻找第5
个目标「掌控国家机密的情妇」的理由，以及阻挡在自己面前的福尔摩斯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

由于「开膛手杰克」遭到逮捕，市民们便以为一连串的事件已经解决，伦敦街道像是未曾有水花溅起一样恢复了平稳。与福尔摩斯同住、
经常在他身边看着他活跃于各种案件的挚友约翰‧H‧华生，对于警察宛如所有事情都已经解决的报导感到愤恨不平，比起这件事，福尔摩斯
却是因为犯罪者们没有动作而觉得更加心烦。然而某个新闻报导打破了沉默──听说「某个女性（人）」回到了伦敦。福尔摩斯绝对无法
忘记的女性──艾琳‧艾德勒……3年前，她明明掌握某个事件的关键，却为了躲避福尔摩斯的追逐而突然消失。表面上以出生于美国的歌剧
歌手来行动的艾琳，站上了皇家歌剧院的舞台。前往剧场的福尔摩斯，在她的休息室里看到了附上「M」小卡的花束。──猎物行动了！
「M」所代表的人物、艾琳的人际关系、经历……福尔摩斯从各种要素筛选黑幕的真面目。稀世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名推理即将开始
──。

--- 《Délicieux！－甜美的巴黎－》

“Délicieux”在法语中表示“美味无穷”之意。 
这一部绚烂华丽的巴黎表演剧，以在任何世代皆令人着迷的“甜点”作为主题。迷失在深夜的巴黎街头，感到饥肠辘辘的美少女La
Fleur，踏进了一间老旧的洋菓子店，这时散发甜蜜香气的型男甜点师傅Le Vent出现了。La Fleur在Le Vent的邀约下，开始追寻终极的甜
点，巡游了从美好年代到疯狂年月这段美好旧时代的巴黎，迷人的音乐一路与他们相伴。
以真風涼帆和潤花这对全新TOP组合为中心的宙组，将为大家带来一段如甜点般甜蜜的美梦，敬请期待。此外，第107期生将在本作品的
宝冢大剧场公演首度登台。



夏洛克‧福尔摩斯: 真風 涼帆
Suzuho Makaze

艾琳‧艾德勒: 潤 花
Hana Jun

詹姆斯‧莫里亚蒂: 芹香 斗亜
Toa Serika

威廉斯: 寿 つかさ
Tsukasa Kotobuki

莫卡伯爵夫人: 花音 舞
Mai Kanon

海伦‧斯托纳: 綾瀬 あきな
Akina Ayase

麦考夫特‧福尔摩斯: 凛城 きら
Kira Rinjo

冯‧海尔德: 松風 輝
Akira Matsukaze

埃文斯: 美月 悠
Haruka Mitsuki

戴维斯: 星月 梨旺
Rio Hoshizuki

琼斯: 春瀬 央季
Oki Haruse

约翰‧H‧华生: 桜木 みなと
Minato Sakuragi

亨利‧马修斯: 七生 眞希
Maki Nanao

G‧雷斯垂德探长: 和希 そら
Sora Kazuki

维多利亚女王: 瀬戸花 まり
Mari Setohana

索尔兹伯里: 秋音 光
Hikaru Akine

J‧莫里亚蒂上校: 紫藤 りゅう
Ryu Shido

南西‧伯克利: 里咲 しぐれ
Shigure Risaki

特里劳尼‧霍普: 秋奈 るい
Rui Akina

主要演员

--- 《夏洛克‧福尔摩斯－The Game Is Afoot!－》



圣克莱尔夫人: 花菱 りず
Rizu Hanabishi

经理: 水香 依千
Ichi Mizuka

托比亚斯‧葛雷格森探长: 留依 蒔世
Makise Rui

哈德逊夫人: 遥羽 らら
Rara Haruha

艾丽斯‧汤纳: 小春乃 さよ
Sayo Koharuno

四名杰克1: 穂稀 せり
Seri Homare

弗雷德‧波洛克: 瑠風 輝
Hikaru Rukaze

四名杰克2: 若翔 りつ
Ritsu Wakato

史丹利‧霍普金斯探长: 希峰 かなた
Kanata Kiho

四名杰克3: 澄風 なぎ
Nagi Sumikaze

威金斯: 優希 しおん
Shion Yuki

玛丽‧摩斯坦: 天彩 峰里
Mineri Amairo

米斯‧福克纳: 愛海 ひかる
Hikaru Manami

赛巴斯丁‧莫兰上校: 鷹翔 千空
Chiaki Takato

安妮‧哈里森: 湖々 さくら
Sakura Koko

布拉德斯特里特: 真名瀬 みら
Mira Manase

维奥利特‧杭特: 水音 志保
Shiho Mizune

四名杰克4: 惟吹 優羽
Yuha Ibuki

站员: 雪輝 れんや
Renya Setsuki

贝克街游击队: 花宮 沙羅
Sara Hanamiya

格雷戈里: 湖風 珀
Haku Kokaze

麦克弗森: 風色 日向
Hyuga Kazeiro



贝克街游击队: 春乃 さくら
Sakura Haruno

站员: 凰海 るの
Runo Omi

麦当劳: 亜音 有星
Yusei Anon

贝克街游击队: 有愛 きい
Ki Aria

贝克街游击队: 朝木 陽彩
Hiiro Asagi

贝克街游击队: 山吹 ひばり
Hibari Yamabuki

贝克街游击队: 渚 ゆり
Yuri Nagi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