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在文博】-苏州大剧院2017春季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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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演出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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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剧院联盟理事长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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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座的花季·苏艺儿童剧场、500座的妇
儿·苏艺剧场。现已形成有“一体两翼”的演出场馆运营格局。
一体：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两翼：花季·苏艺儿童剧场 妇儿·苏艺新区剧场。
妇儿·苏艺剧场联合花季·苏艺儿童剧场推出新春红包。 在线购票

2 0 1 7

团购：62899875

演出资讯

赞助：62899893

赖声川剧场史诗《如梦之梦》
时间：2017年2月10-12日
演出总时长8小时，分上本、下本
上本14:00开始，下本19:30开始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张军领衔主演 当代昆曲
《春江花月夜》（合作）
时间：2017年2月18日 19:15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票价：￥1680/1280/1080/880/680/480/280

一起感悟爱与时间

“在一个故事里，有人做了一个梦；

编剧：罗周

在那个梦里，有人说了一个故事”

领衔主演：张军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饭米粒亲子系列
大型魔幻3D亲子儿童剧《美人鱼》
时间：2017年2月25日 14:00
地点：妇儿·苏艺剧场
苏州高新区邓尉路1150号 苏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新馆

美国儿童剧
《丑公主》

票价：￥180/160/120/80

《丑公主》由美国女作家菲利丝·麦金莉的同名小说改
编而成。该剧希望借这样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告诉孩子
们：美丽来源于勤奋的劳动和无私的奉献。

票价：￥880/480/380/280/180/80

欢享卡：购160元票，仅需80元
乐享卡：购160元票，仅需75元

办卡咨询：62805110

导演：李小平

时间：2017年2月26日 14: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演艺厅
票价：￥200/180/1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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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朽的“老柴” I
时间：2017年3月18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380/280/180/120/80
苏州交响乐团演绎不朽的柴可夫斯基。
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兼具欧洲浪漫音乐美学与俄罗斯民族风
情，个人风格清晰明朗。他的作品长演不衰，并使他成为最炙
手可热的音乐家之一。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7，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饭米粒亲子系列

英国书屋剧院《呼啸山庄》
时间：2017年3月21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演艺厅
票价：￥300/150/100
重现原著精神，栩栩如生，纯粹英式享受
- 英国《新生活》杂志
近乎完美的改编和人物呈现 – 英国《先驱报》
书屋剧院最擅长让经典老少皆宜 - 英国《德比郡时报》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意大利马戏团喜剧二人组
《受惊吓的面包师》

意大利马戏团喜剧二人组《受惊吓的面包师》
时间：2017年3月25日 19:15
地点：妇儿·苏艺剧场（新区）
苏州高新区邓尉路1150号 苏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新馆
票价：￥180/160/120/80
将杂耍、舞蹈、杂技、哑剧、小丑艺术相互融合，通过这样的
表现形式来表达他们渴望世界更快乐的心愿！

时间：2017年3月26日 14:00
地点：花季·苏艺儿童剧场
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票价：￥180/160/120/80
将杂耍、舞蹈、杂技、哑剧、小丑艺术相互融合，通过这样的
表现形式来表达他们渴望世界更快乐的心愿！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7青年戏剧节闭幕演出
《蒋公的面子》(合作)
时间：2017年3月26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2017，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乌龙山伯爵》

票价：￥300/200/150/100

票价：￥880/580/480/380/280/180/100

上海戏剧学院授予编剧温方伊2013年度“大学生剧本写作”一
等奖。
南京市作协授予编剧温方伊2013年度文学新人奖。

如果说，有一部作品将开心麻花的名字带到大江南北，那一定
是《乌龙山伯爵》。从2013年12月上演至今，已上演逾1000
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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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英雄生涯》
时间：2017年4月15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2017，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香港焦媛实验剧团舞台剧《金锁记》（主办）

时间：2017年4月8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时间：2017年4月20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票价：￥380/280/180/120/80
指挥 / 钢琴 Conductor / Piano | 许忠XU Zhong
双簧管 Oboe | 阿尔贝托·内格罗尼Alberto Negroni
女高音Soprano | 安娜-凯瑟琳·贝恩克Anna Katharina Behnke

票价：￥880/680/480/380/280/180

乱世时代，有多少人为了钱，白天谋杀自己的幸福，夜
里放纵自己的情欲？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美国男童合唱团音乐会（主办）
时间：2017年5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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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威尔的爵士和俄罗斯的天方夜谭
时间：2017年5月6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票价：￥580/480/380/280/180/100

票价：￥380/280/180/120/80

首次访华巡演
历届美国总统座上宾
世界著名交响乐团和指挥大师专属合作伙伴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音乐风格在继承了德彪西印象派美学特征
的同时，从西班牙民间音乐中汲取到的养料，爵士音乐的元
素，使得他的作品光彩照人。

2017，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大型魔幻惊悚话剧 盗墓笔记III：云顶天宫 （主办）
时间：2017年5月13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天空之城
久石让宫崎骏精选视听音乐会 （租场）

票价：￥880/680/580/380/280/180

票价：￥360/280/220/160/80

从西沙海底墓濒死脱出后，吴邪得到三叔的指示前往长白山。
铁三角与潘子再度集结，联合老九门的陈皮阿四一行人前往云
顶天宫。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100分钟音乐会，精选《天空之城》、《龙猫》、《千与千
寻》、《菊次郎的夏天》、《风之谷》、《起风了》等15首经
典作品，熟悉的旋律直通内心。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7，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2017，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浓缩版莎翁全集《短打莎士比亚》 （主办）

浓缩版莎翁全集《短打莎士比亚》 （主办）

时间：2017年5月25-27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演艺厅

时间：2017年5月28 日 14:00
地点：妇儿·苏艺剧场

票价：220/160/120/80（非周末） 260/180/150/120（周末）

票价： 260/180/150/120（周末）

一个晚上，三位演员，《短打莎士比亚》以各种唱、念、做、

一个晚上，三位演员，《短打莎士比亚》以各种唱、念、做、

打、杂技、魔术的方式演绎莎翁的经典巨著，让大家笑破肚皮，

打、杂技、魔术的方式演绎莎翁的经典巨著，让大家笑破肚皮，

一晚看完莎士比亚全集！

一晚看完莎士比亚全集！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7黑白键钢琴音乐会系列
时间：2017年5月26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立陶宛A︱Ch芭蕾舞团巅峰之作
《安娜·卡列尼娜》 （主办）
时间：2017年5月28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票价：￥480/380/280/180/80

票价：￥880/680/480/380/280/180/80

2009年获得了第十三届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金奖后，23岁的
张昊辰通过他深刻的音乐感触、超凡的想象力以及华丽的技巧
让世界各地的乐迷们纷纷为他痴迷。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荣膺俄罗斯国家剧院“金舞台奖”
创造了世界巡演近百场
场场观众爆满的芭蕾舞剧奇迹。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张昊辰钢琴独奏音乐会 （主办）

时间：2017年5月14 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19:15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更多演出资讯请点击》》》
2 0 1 7

苏州，有芭蕾

演出合作：62899886

苏州芭蕾舞团成立于2007年6月，现任艺术总监为李莹、潘家斌。舞团演员分别来自中国芭蕾舞的最高学府北京舞蹈学院以及国内
各大芭蕾舞团，平均年龄23岁，是目前中国最年轻，最精简，最富有朝气的芭蕾舞团。 “做出自己的特色”这正是这个年轻的舞团发
展目标，如今，它们正在不断积累，不断创新，大步走在中国芭蕾舞创作的前沿，成为当今最受关注的芭蕾舞团。正如中国舞蹈杂志
的舞评所描述：“苏州文化艺术中心芭蕾舞团将会成为中国芭蕾舞界一支异军突起的生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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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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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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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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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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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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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