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寶塚劇場（東京）
2021年7⽉10⽇-8⽉15⽇

浪漫悲劇

『櫻嵐記』
編寫、導演／上⽥ 久美⼦

終極幻想

『Dream Chaser』
編寫、導演／中村 曉

⼀般預售 2021年6⽉13⽇上午10:00～

票價（⽇圓，含稅）

SS席 ￥12,500 / S席 ￥9,500 / A席 ￥5,500 / B席 ￥3,500



劇情⼤綱

--- 『櫻嵐記』

南北朝的動亂時期，效忠於南朝的武將楠⽊正⾏⼼知肚明失去京都、逃往吉野的南朝只有滅亡⼀途，卻還是與胞弟正時、正儀⼀起過著不
斷與北朝抗戰的⽇⼦──。 

楠⽊正⾏的⽗親正成在鎌倉時代末期呼應後醍醐天皇的號召⽽舉兵，成功打敗了幕府將政權從將軍⼿上奪還給天皇。然⽽對後醍醐天皇的
政策感到不滿的武⼠們，從⽇本全國集結到繼承源⽒⾎脈的武將⾜利尊⽒⾝邊，將後醍醐天皇逐出京都，再次樹立武家政權。後醍醐天皇
逃往奈良的吉野⼭，並將該地設為王都，主張⾃⼰才是正統的君主，開啟了壓制北⽅京都的武家北朝與固守南⽅吉野⼭的朝廷南朝對政權
的爭奪，然⽽只要⼀想到北朝壓倒性的兵⼒就不難想像事情的結果。後醍醐天皇因病逝世，許多追隨南朝的⼈也離去，但是正成⼀直為南
朝奮戰到最後⼀刻，並由正⾏、正時、正儀三位兒⼦繼承了他的遺志。

貞和3年（1347年），在住吉阿倍野之戰當中，正⾏兄弟們以少數兵⼒浴⾎奮戰⼭名、細川所率領的⼤軍，正⾏為了探查敵軍動向⽽獨⾃
⼀⼈騎⾺偵查，在⼈煙罕⾄的峽⾕中碰巧遇到⼀頂⽵轎被北朝的⾼師直襲擊。正⾏擊敗男⼈們，拯救乘坐轎⼦的南朝女官弁內侍。弁內侍
為因倒幕⼯作⽽被處刑的⽇野俊基之女，不滿正⾏救助她的⾏為，⾃暴⾃棄地吼叫，表⽰⾃⼰知道好⾊的師直因私⼼⽽要綁架她，她是故
意上當打算趁機偷襲師直。正⾏因為她對殺⽗武⼠們的敵愾⼼⽽動容，為了把她送到吉野，半強迫她與⾃⼰的軍隊同⾏。弁內侍在途中接
觸到正⾏⽊訥卻⾼潔的⼈品⽽逐漸被吸引。
正⾏帶著弁內侍凱旋回到吉野的深⼭，並向南朝的官員們報告戰勝⼀事。正⾏了解北朝與南朝的壓倒性兵⼒差異，主張應該與北朝和解，
但趾⾼氣昂的官員們腦中只有打倒北朝奪回京都⼀事。溫和的後村上天皇⼼中希望避免更多的犧牲卻受限於後醍醐天皇的遺志，因此無法
停戰。南朝的官員們表⽰為天皇戰死乃是武⼠的榮譽，弟弟正儀憤⽽質問正⾏他們是為何⽽戰，就連正⾏⾃⼰也這麼問著⾃⼰。
後村上天皇建議正⾏娶弁內侍為妻，但是正⾏⼼繫弁內侍，因此表⽰⾃⼰將是戰死之⾝所以不應該與⼈結親⽽拒絕。
吉野的櫻花絢麗盛開的季節終於來臨…四條畷的決戰迫在眉睫。⾃⼰是為何⽽戰──正⾏在強風颳起櫻花雨中⾛向⾃⼰所選擇的道路……。

--- 『Dream Chaser』

「Dream Chaser」意為追逐夢想的⼈，以逐夢的滿腔熱⾎為主題，搭配每⼀幕不同世界觀的⾳樂與舞蹈，呈現⽉組⽣們的多元魅⼒。閃
耀豪華的舞台上充滿了⽉組⾸席明星珠城りょう所描繪的「夢」。



楠⽊正⾏: 珠城 りょう
Ryo Tamaki

弁內侍: 美園 さくら
Sakura Misono

楠⽊正儀: ⽉城 かなと
Kanato Tsukishiro

後醍醐天皇: ⼀樹 千尋
Chihiro Itsuki

楠⽊正儀 [老年]: 光⽉ るう
Ru Kozuki

弁内侍 [老年]: 夏⽉ 都
Miyako Kagetsu

⾼師直: 紫⾨ ゆりや
Yuriya Shimon

仲⼦ / 四條隆資: ⽩雪 さち花
Sachika Shirayuki

甚平: 千海 華蘭
Karan Chinami

楠⽊正時: 鳳⽉ 杏
An Hozuki

楠⽊久⼦: 香咲 蘭
Ran Kosaki

楠⽊正成: 輝⽉ ゆうま
Yuma Kizuki

阿野廉⼦: 楓 ゆき
Yuki Kaede

名⼦ / ⼆條師基: 晴⾳ アキ
Aki Harune

⼤⽥佑則: 春海 ゆう
Yu Harumi

北畠顯家: 夢奈 瑠⾳
Rune Yumena

勝⼦: 桜奈 あい
Ai Sakurana

⼀平太 [楠⽊的郎黨]: 颯希 有翔
Yuto Hayaki

主要演員

--- 『櫻嵐記』



⾼師泰: 蓮 つかさ
Tsukasa Ren

百合: 海乃 美⽉
Mitsuki Umino

北畠親房: 佳城 葵
Aoi Kashiro

⽇野俊基: 朝霧 真
Makoto Asagiri

洞院實世: 姫咲 美礼
Mirei Himesaki

後村上天皇: 暁 千星
Chisei Akatsuki

南朝女官: 麗 泉⾥
Senri Urara

⼆條教基: 清華 蘭
Ran Kiyoka

⼆之輔 [楠⽊的郎黨]: 蒼真 せれん
Seren Soma

⼤⽥百佑: 英 かおと
Kaoto Hanabusa

義三 [楠⽊的郎黨]: 朝陽 つばさ
Tsubasa Asahi

伊四之介 [楠⽊的郎黨]: 蘭 尚樹
Naoki Ran

⾜利尊⽒: 風間 柚乃
Yuno Kazama

南朝女官: 桃歌 雪
Yuki Momoka

南朝女官 / 郎黨之⼦: 夏風 季々
Kiki Natsukaze

⾦五 [楠⽊的郎黨]: 空城 ゆう
Yu Sorashiro

南朝公卿 / 郎黨之⼦: 妃純 凛
Rin Hisumi

中宮顯⼦: 天紫 珠李
Juri Amashi

兵六 [楠⽊的郎黨]: 彩⾳ 星凪
Sena Ayaoto

權七 [楠⽊的郎黨]: 礼華 はる
Haru Reika

饗庭⽒直: 結愛 かれん
Karen Yui



南朝女官: 佳乃 百合香
Yurika Yoshino

南朝公卿 / 女百姓: 花時 舞香
Maika Hanatoki

喜八 [楠⽊的郎黨]: 甲海 夏帆
Natsuho Komi

南朝女官 / 女百姓: 天愛 るりあ
Ruria Amana

祝⼦ / 花⼀揆: 蘭世 惠翔
Keito Ranze

花⼀揆: 菜々野 あり
Ari Nanano

九兵衛 [楠⽊的郎黨]: 柊⽊ 絢⽃
Ayato Hiragi

清⼗郎 [楠⽊的郎黨]: ⼀星 慧
Kei Issei

⼗⼀郎 [楠⽊的郎黨]: ⼤楠 てら
Tera Okusu

南朝女官: 摩耶 裕
Yutaka Maya

楠⽊正⾏ [少年]: ⽩河 りり
Riri Shirakawa

⼗⼆右衛⾨ [楠⽊的郎黨]: 彩路 ゆりか
Yurika Ayaji

花⼀揆: ⽻⾳ みか
Mika Haon

南朝女官: まのあ 澪
Mio Manoa

弁内侍 [少女]: きよら ⽻龍
Haryu Kiyora

楠⽊正時 [少年]: 詩 ちづる
Chizuru Uta

楠⽊正儀 [少年]: ⼀乃 凜
Rin Ichi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