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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演出资讯请点击》》》 

团购：62899875          

赞助：6289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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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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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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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合作：62899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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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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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有芭蕾 

2 0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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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讯微信：苏艺演出 

微信号：sscac-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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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票微信：苏艺票务 

微信号：ticket-ss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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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资讯 

2 0 1 6  

人间有味是清欢 

苏州市吴侬女子合唱团成立20周年纪念音乐会（租场） 

时间： 2016年11月13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150/120/90/70 

青丝系软语，诗酒趁年华 

嗟四季风雨雪，叹返璞才归真 

不觉茬苒二十载，人间有味是清欢 。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饭米粒亲子系列 · 小魔盒童话梦工坊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 

时间： 2016年1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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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智慧书本从天而降的时候，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开

始了„„ 积极向上的故事内容，让孩子们能够分清是非

对错，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多媒体人偶剧 

《世界上所有的时间》 

时间：2016年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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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所有的时间》是一出亲密，影像丰富的多媒体木偶

秀，讲述的是人的一生如何给予付出，得到鼓舞启发，如何好

好利用每一刻的故事。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点击图片，进入购票链接 

2016，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李茶的姑妈》    

时间： 2016年11月5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680/580/480/380/280/180/100 

继电影《夏洛特烦恼》后，开心麻花最新力作！ 

手机智能Siri才是傲娇十足的女主角？ 

《我的中国心》和《让我们荡起双桨》其实是同一首歌？ 

台上的演员都不用开口你就笑了？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饭米粒亲子系列  

大型卡通冒险儿童舞台剧《冰河大冒险》 

时间：2016年11月19日 19:15 

地点：妇儿·苏艺剧场 

票价：180/160/120/80 

欢享卡：购160元票，仅需80元 

乐享卡：购160元票，仅需75元 

咨询、团购电话：0512-62805110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绘本木偶剧 

《猜猜我有多爱你》    

时间： 2016年11月6日 15:30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380/280/200/160/80 

该剧由加拿大美人鱼剧场改编自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绘本作

家萨姆•麦克布拉特尼的睡前故事书，《猜猜我有多爱你》。自

1995年出版以来，该绘本已经翻译成50种语言，全世界发行量

超过2600万册。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环游世界音乐系列 

德国钢琴家Manfred-Fock钢琴独奏音乐会 （合作）  

时间： 2016年1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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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fred-Fock教授，1980至今担任吕贝克国立音乐学院钢琴

教授，期间多次在欧洲举办大师班，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

曾在中国上海开设大师班，并取得相当良好的反响。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美国保罗·泰勒舞团 

现代舞经典舞集(合作)  

时间： 2016年11月12日 15:30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680/480/380/280/180/100 

“现代舞的统领者，有史以来全球最具创新性和最重要的作

品” ！最开始是玛莎·葛兰姆改变了艺术的面貌，发现了新世

界；随后是梅尔塞·康宁汉剥去外部的繁杂为我们展示了运动

的核心。而保罗·泰勒，让阳光照了进来。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环游世界音乐系列 

《欧亚经典曲目》钢琴小提琴二重奏音乐会    

时间： 2016年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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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和小提琴相结合，二者相得益彰，台上珠联璧

合，台下余音绕梁，让现场观众无不沉醉其中。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6黑白键钢琴系列 · 童趣 

德国创意钢琴家尤雅《关于钢琴最好的事》    

时间： 2016年11月26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480/380/280/180/80 

享受斯坦威签约钢琴家的独特优雅与魅力 

激情摇摆钢琴嘉年华之夜 

为您开启一场意想不到的奇趣路程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多媒体互动儿童音乐剧 

《胡萝卜星球》    

时间： 2016年11月27日 14:00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380/280/200/150/80 

亲子套票VIP：640（380*2） 

亲子套票A：470（280*2） 

亲子套票B：340（200*2）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6，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金士杰、卜学亮主演《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  

时间： 2016年12月2-3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880/680/480/380/280/180/80 

这一门课没有课本，也没有阅读书单，可是谈到的题目可

就多了，爱情、工作、家庭、小区、宽恕、老年„„还有

死亡。这门课在星期二，只有一个学生„„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风靡全球的舞蹈巨制 

舞动百老汇《燃烧地板》  

时间： 2016年12月6-7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880/680/480/380/280/180/80 

汇聚了1000年舞蹈精华   囊括136个世界冠军称号 

耗资千万美金打造    全球巡演屡创票房奇迹 

舞夜风暴，即将来临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6黑白键钢琴系列 · 大师 

绅士大师 凯文•肯纳钢琴独奏音乐会    

时间： 2016年12月10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480/380/280/180/80 

《金融时报》将肯纳形容为“优雅的演奏家，表现出乐曲

微妙的变化和强弱，又有着对戏剧性结构和比例的成熟把

握：简言之，是趋于巅峰的成熟演奏家。”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小魔盒童话梦工坊 

《小蝌蚪找妈妈》、《老鼠嫁女》《三个和尚》 

时间：2016年12月11日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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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神秘的剧场里，居住着六个喜欢讲故事的精灵。它们长

着尖尖的耳朵、鼻子、带着尖尖的帽子，它们所讲的故事会为

你带来欢乐和悲伤、感动和愤怒、喜悦和激情！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6，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陈佩斯、杨立新主演年度大戏《戏台》  

时间： 2016年12月12-13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880/680/480/380/280/180 

《戏台》从剧本到表演、从导演手法到舞台呈现，均收获

众人交口称赞。《戏台》不仅是编剧毓鉞在舞台喜剧创作

的巅峰之作，更是陈佩斯在舞台喜剧表、导演创作上又一

部代表力作。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罗梅罗吉他四重奏 

圣诞新年音乐会    

时间： 2016年12月17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880/680/480/380/280/180/100 

古典吉他三代宗师︱ 

家族私藏圣诞名曲︱ 

格莱美“主席荣誉奖”家族荣耀  

“罗梅罗家族，毫无疑问，是古典吉他的宗师。”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花季·苏艺儿童剧场 

香港绘本剧《狐狸孵蛋》 

时间：2016年12月17日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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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汇集了布偶、手偶、纸偶、皮影、真人等多种艺术表演。

运用多种肢体语言及风趣幽默的台词与台下观众打成一片，借

助于不同的形式和艺术元素的戏剧打动儿童的心灵 。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Bossa Nova女王 

小野丽莎剧场版演唱会苏州站 （合作） 

时间： 2016年12月22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1680/1280/1080/880/680/480/280 

小野丽莎2016-2017苏州新年演唱会! 

这是一场温暖心灵的天籁音乐会！ 

这是一场真正世界级水准的演唱会！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6环球音乐巡礼 之 

皇家礼赞—维也纳莫扎特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时间： 2016年12月24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演艺厅 

票价：280/200/120/80 

维也纳国宝级室内乐团体，全部保留莫扎特时期宫廷特色，全

部身穿18世纪莫扎特时代上流社会流行的古装及头套假发，演

出曲目完整保留了莫扎特时期的传统风格。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6，戏剧和你，都是风景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我叫白小飞》（合作） 

时间： 2016年12月25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680/580/480/380/280/180/100 

这一次，腾讯影业联手开心麻花，全新的跨界合作，让

《我叫白小飞》彻底打破次元壁垒，正式进入三次元领

域，也必将刷新你对舞台剧的全新概念！挑战你的笑点极

限！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2016金鸡湖新年音乐会 

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乐团 新年音乐会    

时间： 2016年12月17日 19:30 

地点：苏州文化艺术中心 大剧院 

票价：1280/880/580/380/280/180/80 

乐团至今为止始终保持着约翰•施特劳斯当年亲自手拿小提

琴指挥乐团的形式，不设指挥棒而是由首席小提琴站在指

挥台上亲自手拿小提琴指挥，充分带动台下观众情绪，使

其有身临其境之感。  

详细介绍/在线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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