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在文博】-苏州大剧院2017年11-12月月刊
苏州苏艺演出有限公司是苏州文化博览中心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剧院表演艺术中心联
盟”成员、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理事单位，也是苏州市重点文化企业。苏艺演出公司拥有专业场馆运营管理、艺术表
演创作、舞美设计制作、专业芭蕾舞团、国际经纪统筹、策划营销执行、艺术教育培训团队共计100余人，拥有全
套剧院及户外演出设施设备，从事演艺全产业链整合开发运营。
拥有1200座的国际标准歌剧院级大剧院、近500座的演艺厅、3000人的多功能厅、500座的妇儿·苏艺剧场。

点击上图，进入《大河之舞》购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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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购：62899875

演出资讯

赞助：62899893

家庭音乐剧
《想变成人的猫》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1-2 日 19:0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爱乐之声--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2017室内音乐演出季
《瑞典柯米小子吉他小提琴二重奏》

票价：￥480/380/280/180/80

票价：￥280/180/80（周日）

日本音乐剧演出排行榜Top10、自1979年至今上演近2000场、

KeMi二重奏为观众带来一场极为感性的音乐会，无疑是音乐节

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中文版家庭音乐剧

中的亮点。

时间：2017年11月3 日 19:30
地点：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

“小橙堡“投资出品，“四季欢歌”引进制作

－《西德意志汇报》，2011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7苏州金鸡湖钢琴比赛开幕式音乐会
时间：2017年11月3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主办）

2017苏州金鸡湖钢琴比赛 - 初赛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4-6 日 9:30 14:00 18: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2楼 金鸡湖音乐厅

票价：￥380/280/180/120/80

票价：单场80元，每日通票180元

金鸡湖钢琴艺术节由苏州交响乐团主办，将通过一系列的比赛

金鸡湖钢琴艺术节由苏州交响乐团主办，将通过一系列的比赛

及演出，激发广大市民对古典音乐尤其钢琴表演的喜爱和关

及演出，激发广大市民对古典音乐尤其钢琴表演的喜爱和关

注。为苏州书写钢琴艺术史上的新篇章。

注。为苏州书写钢琴艺术史上的新篇章。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晓峰音乐公社
“春风千里”鹿先森乐队·2017全国巡演（苏州站） （租场）
时间：2017年11月4 日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2017苏州金鸡湖钢琴比赛 - 复赛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7-8 日 9:30 15:0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2楼 金鸡湖音乐厅

票价：￥580/380/280/180/80

金鸡湖钢琴艺术节由苏州交响乐团主办，将通过一系列的比赛

这支广受文艺青年喜爱的乐队，在经历两年磨合之后，终于开展

及演出，激发广大市民对古典音乐尤其钢琴表演的喜爱和关

了他们的全国巡演，2017 年11月 4日，鹿先森的「春风千里」终

注。为苏州书写钢琴艺术史上的新篇章。

于吹到了苏州。

票价：单场80元，每日通票150元

由于比赛的特殊性，所有比赛环节1.3米以下儿童不得入内。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7苏州金鸡湖钢琴比赛 - 决赛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10-11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2楼 金鸡湖音乐厅
票价：每场180元

2017，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奥利佛奖最佳新喜剧·英国经典闹剧《演砸了》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10-11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金鸡湖钢琴艺术节由苏州交响乐团主办，将通过一系列的比赛

票价：￥380/280/200/150/100

及演出，激发广大市民对古典音乐尤其钢琴表演的喜爱和关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在《哈弗沙姆庄园谋杀案》的首演之夜，演员们状况百出，舞台
事故连连，但是大家佯装淡定，努力把演出撑到最后！然而结局
更让人意想不到„„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7，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英国书屋剧院《傲慢与偏见》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12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演艺厅

2017苏州金鸡湖钢琴比赛
颁奖典礼暨闭幕音乐会（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12 日 19:0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2楼 金鸡湖音乐厅

票价：￥300/260/180/100

票价：￥380/280/180/80

根据简·奥斯汀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乡绅之女伊丽莎白·班内
特的爱情故事，生动地反映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乡镇
生活和世态人情。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金鸡湖钢琴艺术节由苏州交响乐团主办，将通过一系列的比赛及

阿加莎推理名剧《谋杀启事》(租场）

苏州交响乐团
许忠、王健携手苏州交响乐团成立周年音乐会
时间：2017年11月18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注。为苏州书写钢琴艺术史上的新篇章。
由于比赛的特殊性，所有比赛环节1.3米以下儿童不得入内。

时间：2017年11月17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480/380/280/180/100

演出，激发广大市民对古典音乐尤其钢琴表演的喜爱和关注。由
于比赛的特殊性，所有比赛环节1.3米以下儿童不得入内。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主办）

票价：￥680/480/280/180/80
读者点评阿加莎作品排名第二
阿加莎本人自评作品排名第三
官网点评阿加莎作品排名第四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时值苏州交响乐团成立一周年，乐团专程邀请被誉为“极具东
方文人气质的大提琴家”王健倾情演绎埃尔加E小调大提琴协奏
曲。

晓峰音乐公社
李泉“时间飞了”2017音乐会 · 苏州站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19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百老汇原版音乐剧
《金牌制作人》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20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1080/880/580/380/280

票价：￥880/680/480/380/280/180

他是第一个荣获美国Rolling Stone音乐杂志的古典音乐大奖的

至今保持史上获得“托尼奖”最多的音乐剧的记录，获得包括

华人艺术家；他被称为“音乐才子”、“琴键王子”；他是著

最佳音乐剧，最佳编剧，最佳作曲，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在

名音乐唱作人——李泉。

内的共计12项大奖。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苏州交响乐团2017音乐季
陈燮阳与完全贝多芬/肆 – 苏州交响乐团音乐会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25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2楼 金鸡湖音乐厅
票价：￥380/280/180/80
指挥 Conductor | 陈燮阳 CHEN Xieyang
钢琴Piano | 安吉拉·齐拉乾 Angela Cholakian

苏艺·小橙堡周末儿童剧场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7，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经典话剧《哈姆雷特》 （主办）
时间：2017年11月25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苏州交响乐团2017音乐季— 新建元·新梦想·新乐章
《不朽的老柴/叁》（主办）
时间：2017年12月1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2楼 金鸡湖音乐厅

票价：￥880/680/480/380/280/100

票价：￥380/280/180/80

朱生豪对话哈姆雷特、四百年重问生存与毁灭
陈薪伊阔别三十年再度执导莎翁名作
佟瑞欣、王诗槐、关栋天、朱杰实力演绎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指挥 Conductor | 李飚 Biao Li
大提琴 Cello | 路德维科·匡特 Ludwig Quandt

施恒出品
疯狂歌剧系列《骗婚记》（合作）
时间：2017年12月1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演艺厅

苏州交响乐团2017音乐季
《许忠和他的朋友们》（主办）
时间：2017年12月9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280/220/160/80

票价：￥380/280/180/120/80

施恒出品疯狂歌剧系列
歌剧可以“恒”有趣
爆笑中文对白意大利语演唱
“10分钟一大笑，5分钟一小笑”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指挥 Conductor | 许忠 XU Zhong
小提琴 Violin | 皮耶尔·弗雪纳瑞 Pierre Fouchenneret
大提琴 Cello | 埃里克·皮卡尔 Éric Picard

圣诞特别场

西班牙多媒体动画互动剧
《猫飞狗跳》（主办）
时间：2017年12月14-15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演艺厅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奇思妙想童话剧《白雪公主》（合作）
时间：2017年11月25 日 14:00
地点：高新区 妇儿·苏艺剧场

19:15

票价：￥180/160/120/80（周六）
微信及网站购票：100元以上票价，买2赠1
现场购票： 欢享卡：购160元票，仅需80元
乐享卡：购160元票，仅需75元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钢琴 Piano | 左章 Zhang Zuo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丹麦悲喜人声合唱团圣诞音乐会 》（主办）
时间：2017年12月10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480/380/280/180/100
优雅温情的人声圣诞季
丹麦悲喜人声合唱团
与六位丹麦帅哥一起，聆听他们的最美人声„„

票价：￥280/200/120/80
西班牙“神笔”来了，
点石成金什么的妥妥滴OUT了，
开挂的人生就此开启！

观众：2-6岁小不点及家庭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苏州交响乐团 & 苏州芭蕾舞团
《胡桃夹子》（主办）
时间：2017年12月23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苏艺·小橙堡周末儿童剧场

票价：￥380/280/180/80

票价：180/160/120/80（周六）

指挥 Conductor |陈燮阳 CHEN Xieyang
编舞Choreographers |李莹LI Ying /潘家斌 PAN Jiabin

微信及网站购票：100元以上票价，买2赠1
现场购票： 欢享卡：购160元票，仅需80元

大型奇幻音乐儿童剧《小伴龙·魔法生日会》（合作）
时间：2017年12月23 日 14:00
地点：高新区 妇儿·苏艺剧场

19:15

乐享卡：购160元票，仅需75元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百老汇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中文版 （主办）

苏州交响乐团2017音乐季
歌剧指挥大师丹尼尔·欧伦与苏州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主办）
时间：2017年12月31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时间：2017年12月28日 19:30

12月30日14:00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 12.28（平日场） 19:30
￥80.150.200.300.400.600.800
12.30（周末场）14:00 19:30
￥100.180.280.380.480.680.880

票价：￥1080/880/680/480/280/180/80

一部享誉世界的经典音乐剧，横扫5项托尼大奖，被翻译
成1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上演，演出超过4000场，音乐
专辑连续16周蝉联billboard排行榜榜首，21首耳熟能详的
歌曲，让每位观众都能忘情跟唱。

指挥：丹尼尔·欧伦
丹尼尔·欧伦，现任欧美最具影响力的歌剧院客座指挥，包括纽
约大都会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并任旧
金山、休斯顿、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特拉维夫、东京等地的
歌剧院指挥。
2017年12月31日，丹尼尔·欧伦携手苏州交响乐团，与你一起用
一场音乐会，跨年！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更多演出资讯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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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有芭蕾
演出合作：62899886

苏州芭蕾舞团 建立于2007年，现任艺术总监为李莹、潘家斌。自2010年，舞团先后创编了大小七部原创芭蕾作品。2014年，舞团
《西施》作为大型舞台剧目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2015年舞团在波兰NOVA歌剧院演出《卡门》。2016年《罗密欧与朱丽叶》欧
洲巡演项目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同年10月，《西施》受邀赴新加坡演出。11月苏芭剧目《胡桃夹子》应邀赴卡塔尔国
巴林演出。2017年4月，苏州芭蕾舞团受邀赴俄罗斯雅库茨克，参加全俄第九届古典芭蕾艺术节。
“做自己的特色”这正是苏州芭蕾舞团的发展目标。
了解更多
《罗密欧与朱丽叶》
融合现代舞等不同风格的舞蹈形式，以极为丰富的舞蹈语汇，
充分展现了舞团演员情感细腻、丰富；步伐轻盈、干练的表演
特色。舞剧融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折扇、绢伞、京
剧脸谱„它们时而是舞蹈的表现道具，时而又成为了舞美的意
境点缀。
详细介绍

《西施》
一篇纱与剑、血与火、爱与仇的旷世绝唱。从人性的高度，挖
掘一个不平凡的女子、在与三个男子爱恨情仇的纠缠煎熬中，
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过程。舞美、服装设计兼具民族与现代
双重视觉冲击，为观众营造更多想象空间。详细介绍
《卡门》
讲述的是19世纪初期，吉普赛女郎卡门与军官唐·何赛之间曲
折动人的爱情悲剧。广为人们熟知的歌剧《卡门》完成于1874
年，是著名作曲家比才的最后一部歌剧。现代版《卡门》以比
才的古典音乐为创作背景，重新演绎这个爱恨交织的悲剧故
事。 在剧情设计中，大胆融入许多现代因素，加入更为生动的
戏剧表演成分，让人物和故事更为丰满。
详细介绍

《人偶情缘》
舞美道具设计大胆大气；服装方面则突破性的结合现实生活。
全剧艳丽的服装、新奇的道具、绚烂的灯光将带领观众进入一
个新奇的“人偶”世界。《人偶情缘》的开创性思维和设计理
念，完全走在当今中国舞剧制作的前沿，标志着中国芭蕾舞艺
术全新的创作模式。
详细介绍

《胡桃夹子》
苏芭在原有音乐和情节的基础上，融合了更多额现代元素，又
不失古典芭蕾的技术和韵味。全新设计制作的舞美和服装元素
为大家呈现了特别的效果，非常适合入门级芭蕾观众和培养儿
童观众的芭蕾舞欣赏兴趣。
详细介绍
《灰姑娘》
讲述了一个经典格林童话故事，有一个孝顺且心地善良的女孩
子：灰姑娘，但是她的继母和姐姐们却对她不好。可是灰姑娘
她的善良感动了仙女教母，仙女帮助她盛装出席，参加了王子
选新娘的宫廷舞会，她用纯真、善良与美丽赢得了王子的真
爱。最终，虽然继母和姐姐们百般阻挠，灰姑娘还是和王子喜
结良缘。
详细介绍

新浪微博：@苏州艺术中心大剧院
服务热线：4008-288-299
票务/团购

电话：62899875

冠名/赞助

电话：62899893

场馆/设备

电话：62899882

舞团/经纪

电话：62899701

艺教/讲座

电话：62899739

在线购票：http://theatre.sscac.com.cn

咨讯微信：苏艺演出
微信号：sscac-theatre

购票微信：苏艺票务
微信号：ticket-sscac

苏州苏艺演出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86)4008-288-299 传真:(86)512 6289 9700 网址: www.sscac.com.cn
地址:中国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观枫街1号 邮编:215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