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宝冢剧场（东京） 
2021年11月20日-12月26日

宝冢剑豪秘录

《柳生忍法帖》
原作／山田 风太郎《柳生忍法帖》（KADOKAWA 角川文库刊） 
编剧、导演／大野 拓史

浪漫歌舞秀

《More Dandyism!》
编写、导演／冈田 敬二 

一般预售 2021年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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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柳生忍法帖》

宽永年间，鎌仓的尼姑庵‧东庆寺。有一名武者在著名禅僧‧泽庵和尚的带领下，悄悄潜入这间男性止步的寺庙。柳生十兵卫──身为将军家
剑术指导‧柳生宗矩的长男，由于不满乏味的城里工作，过着剑术修行之旅的独眼天才剑士正是他。 
家老堀主水因为无法忍受会津藩主‧加藤明成暴政而出逃，十兵卫接下了某个委托，那就是阻止藩主‧明成对被留下的堀一族女性们伸出报
复黑手。只判罪堀主水已无法满足明成，他还打算以武力掳走逃进幕府公认离合寺‧东庆寺里的堀一族女性们。然而此事让一直以来庇护着
东庆寺，将此处转变成为生活被男性所掌控的女性最后避难所的天树院（曾为丰臣秀赖之妻的千姬）所不容。她因此下定决心，必须由女
性之手诛杀明成。十兵卫受到天树院的命令，成为誓言复仇的堀一族女性们的指导。

十兵卫日复一日教育女性们兵法战术，拚命修练的女性们与十兵卫并肩作战，不断与有七本枪盛名的明成家臣‧漆户虹七郎等强敌们拚得你
死我活。战场最后终于从江户推移到明成的根据地会津。
侍奉会津藩的芦名一族首领‧芦名铜伯正在会津等待着他们。这位在藩内执牛耳的神秘男子‧铜伯，透过女儿也就是明成的侧室由良来拢络
明成，企图重建过去曾为会津支配者的芦名氏。十兵卫等人究竟能否打倒不断阻挡在前方的凶恶的敌人呢？十兵卫的剑有如闪光飞舞
──。

--- 《More Dandyism!》

《Dandyism》系列追求着宝冢歌剧永远的主题「男役的美学」，继1995年花组‧真矢みき主演的《Dandyism!》、2006年星组‧湖月わた
る主演的《Neo Dandyism!》之后推出第三弹。 
承袭宝冢歌舞秀的传统、充满优雅华丽香气以及色彩感的浪漫歌舞秀世界，搭配Top Star 礼真琴带领精力充沛的星组生，敬请欣赏两者
结合而成的盛宴。



柳生十兵卫: 礼 真琴
Makoto Rei

由良: 舞空 瞳
Hitomi Maisora

芦名铜伯: 愛月 ひかる
Hikaru Aizuki

堀主水: 美稀 千種
Chigusa Miki

千姬（天树院）: 白妙 なつ
Natsu Shirotae

泽庵和尚: 天寿 光希
Mitsuki Tenju

阿圭: 音波 みのり
Minori Otoha

吉田修理: 大輝 真琴
Makoto Oki

加藤明成: 輝咲 玲央
Reo Kizaki

阿品: 紫月 音寧
Otone Shizuki

阿沙和: 夢妃 杏瑠
Anru Yumeki

具足丈之进: 漣 レイラ
Reira Sazanami

司马一眼房: ひろ香 祐
Yu Hiroka

樱: 紫 りら
Rira Murasaki

漆户虹七郎: 瀬央 ゆりあ
Yuria Seo

阿鸟: 音咲 いつき
Itsuki Otosaki

柳生宗矩: 朝水 りょう
Ryo Asamizu

鹫之巢廉助: 綺城 ひか理
Hikari Ayaki

主要演员

--- 《柳生忍法帖》



稻叶十三郎: 彩葉 玲央
Reo Iroha

天秀尼: 有沙 瞳
Hitomi Arisa

平贺孙兵卫: 天華 えま
Ema Amahana

阿笛: 澪乃 桜季
Saki Miono

多贺井又八郎: 夕渚 りょう
Ryo Yunagi

真锅小兵卫: 天希 ほまれ
Homare Amaki

金丸半作: 湊 璃飛
Rihi Minato

阿蝶: 華雪 りら
Rira Hanayuki

阿千绘: 小桜 ほのか
Honoka Kozakura

板仓不传: 天路 そら
Sora Amaji

木村助九郎: 遥斗 勇帆
Yuho Haruto

出渊平兵卫: 蒼舞 咲歩
Sakiho Sobu

纸屋之妻: 七星 美妃
Miki Nanase

庄田喜左卫门: 朱紫 令真
Reima Akashi

田鹤: 二條 華
Hana Nijo

村田与三: 希沙 薫
Kaoru Kisa

香炉银四郎: 極美 慎
Shin Kiwami

狭川新左卫门: 煌 えりせ
Erise Ko

大道寺铁斋: 碧海 さりお
Sario Aomi

间宫主马: 颯香 凜
Rin Sayaka

纸屋五郎右卫门: 夕陽 真輝
Maki Yuhi



台月尼: 彩園 ひな
Hina Ayazono

多闻坊: 天飛 華音
Kanon Amato

明玉尼: 紅咲 梨乃
Rino Kuresaki

云林坊: 咲城 けい
Kei Sakishiro

药师坊: 奏碧 タケル
Takeru Soa

天丸之姊: 都 優奈
Yuna Miyako

喜四郎: 鳳真 斗愛
Toa Homa

阿滨: 澄華 あまね
Amane Sumika

阿利根: 水乃 ゆり
Yuri Mizuno

天丸: 瑠璃 花夏
Hanaka Ruri

十乘坊: 紘希 柚葉
Yuzuha Hiroki

地丸: 星咲 希
Nozomi Hoshisaki

啸竹坊: 羽玲 有華
Yuka Harei

心华坊: 碧音 斗和
Towa Aone

风丸: 綾音 美蘭
Miran Ayane

竜王坊: 御剣 海
Kai Mitsurug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