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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

郑明勋
荣誉音乐总监

次女高音：中岛郁子
女声合唱：新国立剧場合唱团

童声合唱：东京少年少女合唱队

乐季开启

马勒

第三交响曲
D小调
※无中场休息时间

指挥：

井上道义
钢琴：大井浩明*

指挥：

米哈伊尔·
普列特涅夫
特別客座指挥

指挥：

郑明勋
荣誉音乐总监

指挥：

米哈伊尔·
普列特涅夫
特別客座指挥

指挥：

出口大地
2021年哈恰图良国际指挥比赛第一名
库塞维兹基国际指挥大赛最佳指挥

小提琴：木嶋真优*

指挥：

安德里亚·
巴提斯托尼
首席指挥

指挥：

郑明勋
荣誉音乐总监

※出演者调整中

埃尔加   在南方序曲
泽纳基斯  第三钢琴协奏曲
       《凯克洛普斯》(1986) *
〈泽纳基斯诞辰100周年〉 日本初演

肖斯塔科维奇

第一交响曲
F小调

福雷
《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组曲
拉威尔
《达芙妮与克罗埃》第2组曲
德彪西

交响诗《海》
（为管弦乐所作的三乐章交响音画）

拉威尔
《圆舞曲--为管弦乐创作的舞蹈诗》

谢德林
卡门组曲

〈谢德林诞辰90周年〉 

哈恰图良
芭蕾音乐《加雅涅》节选
哈恰图良
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哈恰图良

第二交响曲
《钟》 E小调

李斯特（巴提斯托尼改编）
《巡礼之年》第二年“意大利游记”
第7曲
但丁读后感-奏鸣曲式的幻想曲
马勒

《第五交响曲》
C#小调

歌剧演奏会形式

威尔第

歌剧 《法斯塔夫》

欧查德定期演奏会  开演15:00／入场14:15　欧查德定期演奏会

第963回 1.23（日） 第965回   2.27（日） 第967回   3.13（日） 第969回　5.22（日） 第971回  6.12（日） 第972回   7.10（日） 第975回  9.19（一·休） 第977回 10.23（日）
东京歌剧城音乐厅定期系列 开演19:00／入场18:15　东京歌剧城音乐厅定期系列     ＊提供托儿服务(预约制)

第143回 1.25（二） 第144回   2.24（四） 第145回   3.11（五） 第146回　5.20（五） 第147回  6.9  （四） 第148回 7.7 （四） 第149回  9.15（四） 第150回 10.21（五）
三得利定期系列  开演19:00／入场18:15　三得利定期系列

第962回 1.21（五） 第964回   2.25（五） 第966回   3.10（四） 第968回　5.18（三） 第970回  6.8 （三） 第973回   7.12（二） 第974回  9.16（五） 第976回 10.20（四）

1月荣誉音乐总监郑明勋将会在年度开

幕公演中登台亮相。他将会用马勒
的第三交响曲庆祝乐季开启。这首第三，本

应是2020年10月定期演奏会的曲目，却因为

新冠疫情音乐总监无法来日而使曲目被替

换。这首曲目在经过一年两个月后能重现

登上舞台，传递出了音乐总监寄托在乐曲上

的强烈的信念。近年来，音乐总监和东京爱

乐乐团一同多次演奏了马勒的第六交响曲

（2015年）、第五交响曲（2016年）、第二交响

曲《复活》（2017年）以及第九交响曲（2019
年），每次进化后的演奏和愈发深邃的音乐

都带给了观众新的感动。特别是近两年两者

关系的加深，使这次的演奏更令人期待。从

第四乐章开始登场的女声独唱中，将会迎来

不仅是歌剧家，还在音乐会和宗教曲目类别

下很受欢迎的次女高音中岛郁子；女声合唱

由日本顶尖的新国立剧场合唱团出演，儿童

合唱由东京少男少女合唱队出演。这绝对会

是一场最适合新乐季启航的演奏会。

2月2022年是伊阿尼斯·泽纳基斯诞

辰100周年。井上道义为庆祝其诞

辰，将在2月首次在日本演出其在1986年创

作的《凯克洛普斯》。这是泽纳基斯第三

首钢琴协奏曲，钢琴部分有6个声部同时演

奏，是一首非常有难度的曲子。钢琴独奏

是由在法国TIMPANI唱片公司发行的《泽

纳基斯管弦乐全集》中录音了《Synaphai》
和《Erikhthon》两首钢琴协奏曲的现代音

乐大师大井浩明演奏，可以称为是顶级钢

琴阵容。同时，在井上擅长的肖斯塔科维
奇第一交响曲中，随着世代交替前进的东

京爱乐团展现出的充满活力的音乐演奏同

样令人期待。

3月特别客座指挥米哈伊尔·普列特涅
夫将指挥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国》

全曲。这首曲目本来原定于2020年3月演

奏，因新冠疫情延期到同年8月，后又被延

期至2021年3月，却又因指挥家无法来日导

致此次演奏企画被中止。在这次被万众期

待的演奏中，被称为“音乐的魔术师”的普列

特涅夫将会为我们演绎怎样的风景，一定

值得期待！

第1曲 维谢赫拉德城堡

第2曲 沃尔塔瓦河

第3曲 萨尔卡

第4曲 波西米亚的森林和草原

第5曲 塔波尔小镇

第6曲 布拉尼克山

5月荣誉音乐总监郑明勋将会再次登

台。音乐巨匠郑明勋从青年时代就

在法国管弦乐团（最近曾登台东京2020奥

运会闭幕式）客座出演，1989年-1994年期

间担任巴黎巴士底歌剧院音乐总监，还曾

担任法国国立放送爱乐团音乐总监（现为

荣誉音乐总监），也曾和作曲家梅西安有

过交流，可以称为是法国音乐界的大师。

这位被万众期待的音乐总监将会演奏的法
国曲目包括福雷的组曲《佩利亚斯与梅丽
桑德》、拉威尔的《达芙妮与克罗埃》第2
组曲、德彪西的交响诗《海》、以及最后
的拉威尔的《圆舞曲》，是一组非常经典

的曲目。不禁让人想沉浸在作为歌剧指挥

家而富有盛名的音乐巨匠所创造出的色彩

斑斓的音乐世界中。

6月普列特涅夫于2020年企画却未能

实现的又一作品。正是90周年诞

辰之际的俄罗斯作曲家谢德林的《卡门组
曲》。这是一部为谢德林之妻、不世出的

芭蕾舞演员玛娅·普丽谢茨卡娅而改编自

比才歌剧《卡门》的作品。此外，在下半

场还将带来由普列特涅夫亲自精选的柴可
夫斯基芭蕾舞音乐《天鹅湖》的特别编辑

版。喜欢芭蕾舞的人也请一定要听听。

7月登场的出口大地，是2021年6月获

得哈恰图良国际指挥赛冠军，同年

10月在库塞维茨基国际指挥比赛中获得最

高名次的新星。本场音乐会以哈恰图良比

赛的获奖音乐会上演奏第四乐章的第二交
响曲《钟》为主曲目，以及由木嶋真优担

任独奏者的小提琴协奏曲等。

9月首席指挥家安德里亚·巴蒂斯托尼
终于来了。从曲目列表中的《巡

礼之年/第二年 :意大利》到《但丁读后
感》，同时也能听到巴蒂斯托尼自己的管

弦乐编曲，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企画。主曲

目是将在东京爱乐乐团音乐会上首次亮相

的马勒第五交响曲。真期待这一洋溢着浪

漫主义的节目啊。另外，在2021年10月，

巴蒂斯托尼大师与东京爱乐乐团凭借一张

收录了德沃夏克和伊福部昭的专辑（唱片

公司为天龙/MDG）荣获德国最负盛名的

唱片大奖“OPUSKLASSIK奖”的20/21世纪类

别。敬请期待这一世界认可的联动。

10月这一季步入尾声，指挥大师郑
明勋将带来威尔第的歌剧《法

斯塔夫》（歌剧演奏会形式）。据悉是大

师郑明勋首次演出《法斯塔夫》曲目。作

为音乐巨匠威尔第最后一部作品，也是现

今仍在上演的其唯一的喜剧《法斯塔夫》，

将被大师怎样演绎呢?从现在起内心的激动

之情已然不能自已。与威尔第的其他作品

相比虽然几乎没有著名的咏叹调，但也正

因此大师指出了它的难度，其作为喜剧不

应被低估，是一部非常崇高的作品。对于

东京爱乐乐团来说，这也是自2020年2月的

定期演奏会上演《卡门》之后，再次开启

歌剧演奏会的形式。无论弦乐迷还是歌剧

迷，相信这都是一次不可错过的演出吧。

歌剧演奏会形式



“大人的涩谷” 享受在文化村　涩谷的午后音乐会 14:00开演（13:15入场）　文化村欧查德大剧院 

5月16日（一） 第13回 7月27日（三） 第14回 9月2日（五） 第15回 11月24日（四） 第16回

指挥与解说：

栗田博文
指挥和解说：三ツ橋敬子
手风琴 ：小松亮太＊

指挥和解说：小林研一郎
小提琴 ：荒井里樱＊

指挥与解说：大井刚史
女高音：森麻季＊

来自北欧 舞动夏日 小林研一郎的名曲限定 古典中的经典

格里格／选自《培尔·金特》组曲
西贝柳斯／选自《四首传奇》组曲
　第4曲“莱明凯宁归来”
伯恩斯坦／
　《坎迪德》序曲
　选自音乐剧《西区故事》

加德／《嫉妒》探戈舞曲*
皮亚佐拉／再见诺尼诺*
　自由探戈*
比才／歌剧《卡门》第一组曲
法雅／芭蕾舞曲《三角帽》组曲
　选自第2组曲“磨坊主之舞”～终曲
 等

格林卡／
　歌剧《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序曲
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德沃夏尔／斯拉夫舞曲第10号
斯美塔那／选自交响诗《我的祖国》
　“萨尔卡”与“沃尔塔瓦河”

德沃夏克／《狂欢节序曲》
亨德尔／
　“绿树成荫”选自歌剧《赛尔斯》*
冈野贞一／故乡*
山田耕筰／红蜻蜓*
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
 等

被热爱的第23年。午后音乐会的“元祖”　假日的午后音乐会 14:00开演（13:15入场）　东京歌剧城音乐厅

5月15日（日）第92回 7月24日（日）第93回 9月4日（日）第94回 11月27日（日）第95回

指挥与解说：

栗田博文
指挥和解说：三ツ橋敬子
手风琴 ：小松亮太＊

指挥与解说：小林研一郎
小提琴 ：荒井里樱＊

指挥与解说：大井刚史
女高音：森麻季＊

来自北欧 舞动夏日 小林研一郎的名曲限定 古典中的经典

格里格／选自《培尔·金特》组曲
西贝柳斯／选自《四首传奇》组曲
　第4曲“莱明凯宁归来”
伯恩斯坦／
　《坎迪德》序曲
　选自音乐剧《西区故事》

加德／《嫉妒》探戈舞曲*
皮亚佐拉／再见诺尼诺*
　自由探戈*
比才／歌剧《卡门》第一组曲
法雅／芭蕾舞曲《三角帽》组曲
　选自第2组曲“磨坊主之舞”～终曲
 等

格林卡／
　歌剧《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序曲
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德沃夏尔／斯拉夫舞曲第10号
斯美塔那／选自交响诗《我的祖国》
　“萨尔卡”与“沃尔塔瓦河”

德沃夏克／《狂欢节序曲》
亨德尔／
　“绿树成荫”选自歌剧《赛尔斯》*
冈野贞一／故乡*
山田耕筰／红蜻蜓*
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
 等

用音乐来犒劳工作日的午后　平日的午后音乐会 14:00开演（13:15入场）　东京歌剧城音乐厅 

4月28日（四）第25回 6月23日（四） 第26回 8月5日（五） 第27回 10月31日（一） 第28回

指挥与解说：

尾高忠明
指揮与解说：

郑旻
指挥与解说：丹·埃廷格
小提琴：服部百音＊

指挥与解说：円光寺雅彦
钢琴：清塚信也＊

维也纳的回忆 大师的旅程 一千零一夜 乐曲高潮 ～钢琴协奏曲篇～

小约翰·施特劳斯／
　轻歌剧《蝙蝠》序曲
约翰·施特劳斯／《天体乐声圆舞曲》
小约翰·施特劳斯／
　波尔卡《在卡拉普芬森林里》
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
 等

柏辽兹／罗马狂欢节
韦伯／歌剧《魔弹射手》序曲
罗西尼／歌剧《威廉·退尔》序曲
斯特拉文斯基／
　芭蕾组曲《火鸟》

　选自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
　第一幕前奏曲

　

柴可夫斯基／
　第一钢琴协奏曲 第一乐章*
肖邦／
　第一钢琴协奏曲 第二乐章*
拉赫玛尼诺夫／
　第二钢琴协奏曲 第三乐章*
穆索尔斯基(拉威尔改编)／
　《图画展览会》组曲
 等

東京フィルの

年度系列



三得利
定期系列

東京フィル東京フィル

票价／售票日期

2022年度　特別演奏会

定期会员券 SS席 Ｓ席 Ａ席 Ｂ席 Ｃ席

欧查德定期演奏会
全8回　15:00开演

定价 ¥96,000 ¥56,000 ¥47,600 ¥39,200 ¥30,800
东京爱乐之友优惠价 - ¥50,400 ¥42,840 ¥35,280 ¥27,720

SS席 Ｓ席 Ａ席 Ｂ席 Ｃ席

三得利定期系列
全8回　19:00开演

定价 ¥96,000 ¥56,000 ¥47,600 ¥39,200 ¥30,800
东京爱乐之友优惠价 - ¥50,400 ¥42,840 ¥35,280 ¥27,720

Ａ席 Ｂ席 Ｃ席

东京歌剧城定期系列
6回券（1月·10月定期除外）

定价 - - ¥35,700 ¥29,400 ¥23,100
东京爱乐之友优惠价 - - ¥32,130 ¥26,460 ¥20,790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合唱团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在1月25日和10月21日的2场公演中，将为合唱团的演出保留以下区域：二楼阳台座
位L1·R1排1-13，二楼阳台座位L2·R2排2-13，三楼阳台座位L1·R1排1-15， L2·R2排3-15的这个区域将被保留作合唱团表演。 除
1月和10月的定期演奏会外，该区域的座位仅限于“6回券”使用。

●2023年的定期音乐会结束后，东京歌剧院城定期系列的6回券可能会恢复到正常的公演回数。

SS席 Ｓ席 Ａ席 Ｂ席 Ｃ席

三得利定期系列
全8回　19:00开演

定价 ¥96,000 ¥56,000 ¥47,600 ¥39,200 ¥30,800
东京爱乐之友优惠价 - ¥50,400 ¥42,840 ¥35,280 ¥27,720

LA·RA席
B席 ※注2

G席 ※注3

三得利定期系列
6回券（1月・10月定期除外）※注1

定价 - - - ¥29,400 ¥12,000
东京爱乐之友优惠价 - - - ¥26,460 ¥10,800

注1：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合唱团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在1月21日和10月20日的2场公演中、P区域、LA区域和RA区域将作为合唱表演
区域。除1月和10月的定期演奏会外，该区域的座位仅限于“6回券”使用。

注2：2023年的定期音乐会结束后，LA・RA区域的B席定期会员券可能会恢复到正常的公演回数。
注3：从2021年开始，P席区域及其两侧・LA席区域2排6-7座～5排第1-7座/RA席区域2排21-22座～5排21-27座设为“G座”。G席定期会

员券是“仅适用于不将座位用作表演区的演出”的通票。此外不同年度的回数和费用也会相应变动。G类座位不享受场地转移服务。
※2022年年度的G类席位现已售罄。

１回入场券 SS席 Ｓ席 Ａ席 Ｂ席 Ｃ席

午后的音乐会 (涩谷／平日／假日　各系列共通)
 4回套票 Ｓ席 Ａ席 Ｂ席 Ｃ席

定价 ¥20,520 ¥16,560 ¥11,160 ¥8,400
东京爱乐之友优惠价 ¥18,468 ¥14,904 ¥10,044 ¥7,560
 1回券 Ｓ席 Ａ席 Ｂ席 Ｃ席

定价 ¥5,700 ¥4,600 ¥3,100 ¥2,100
东京爱乐之友优惠价 ¥5,130 ¥4,140 ¥2,790 ¥1,890

※出演者、曲目、 开演时间、票价和售票日期等详细内容，请参照东京爱乐官网。

东京歌剧城
定期系列

售票日 定期演奏会
定期会员券

午后的音乐会
4回套票

最优先发售
赞助会员·定期会员

2021年
11月19日(五)

2022年
2月5日(六)

优先发售
东京爱乐之友会员

2021年
11月20日(六)

2022年
2月12日(六)WEB优先发售

购买五任何限制条件

一般发售
2021年

12月2日(四)
2022年

3月8日(二)
※定期演奏会·午后的音乐会的单次票，只在定期会员券·套票有剩余座位
的情况下发售。关于发售详情将会在官网进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