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8 月 24 日

＜报道发表资料＞

第五届 ANI 玉祭（动漫祭 in 埼玉）开幕！
豪华嘉宾相继定档！与《齐木楠雄的灾难》的真人版电影达成合作！

由 ANI 玉祭执行委员举办的第五届“ANI 玉祭（动漫祭 in 埼玉）”将于 10 月 22 日(周日)隆重开幕。
ANI 玉祭是以“动漫与观光”为主题，同时还包括舞台表演、脱口秀以及周边商品贩卖的综合性动漫
活动。去年举办的第四届 ANI 玉祭，仅仅 1 天的来场人数高达 3 万 4 千人。
当然，今年的 ANI 玉祭也会请到相当豪华的嘉宾阵容。主会场的司仪将由两位埼玉县出身的声优——
久保田未梦和澁谷梓希来担任。同时作为“i☆Ris（日本偶像团体）”成员也非常活跃的 2 人，将会
为您奉上充满埼玉特色的爱的舞台！并且，另一位也是埼玉县出身的声优——饭田里穗的 Live 也已经
定档！千万不要错过这场只有在 ANI 玉祭上才能欣赏到的 Special Stage！
今年，即将推出真人版电影的《齐木楠雄的灾难》也将大闹 ANI 玉祭！漫画原作者的麻生周一老师
也是埼玉县入间市生人，可以说这部作品与埼玉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且，主人公齐木楠雄手捧“埼玉
县”的形象也将出现在本届传单和海报上。同时，剧中出现的服装也会在 ANI 玉祭当天进行展示。
另外，每年都会因为聚集了大量来场者而热闹非凡的出展区，本届也会有多家展位进行展出！集合
了当下最为流行的动画作品以及在各作品里作为舞台而出现的真实景点的介绍。另一方面，邻接着
Sonic City 的钟塚公园里，也汇集了观光宣传及饮食等展位，鳞次栉比、门庭若市。而且，不单会在
Sonic City 周围的道路上设置“步行者天国”，更会在大宫 ARCHE（西武大楼）1 楼的活动广场上设置
“ANI 玉祭分会场”。其他还有痛车展示、cosplay 等各种活动让您应接不暇、敬请期待！

１ 本届活动的主要特点
〇 “ANI 玉祭”的举办宗旨
确立“埼玉县＝日本动画圣地”的地位，通过开展动漫活动促进县内的旅游观光事业以及产业振
兴。
〇与埼玉县颇具渊源的超级嘉宾也将莅临现场！
ANI 玉祭宣传舞台（主舞台）的 MC 将由两位埼玉县出身的声优、同时也是动漫歌曲歌手、偶像组
合“i☆Ris”的成员的——久保田未梦和澁谷梓希来担任。豪华双主持组合隆重登场！并且，去年作
为主舞台 MC 聊爆全场的埼玉县出身的声优——饭田里穗的现场表演也已定档！
○与《齐木楠雄的灾难》的真人版电影达成合作！
将于 10 月 21 日上映的真人版电影《齐木楠雄的灾难》也与本届达成合作。不单传单和海报会起
用电影里的形象，同时，电影面板及剧中出现的服装也会在 ANI 玉祭当天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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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五届 ANI 玉祭（动漫祭 in 埼玉）

（１）时 间
（２）会 场

（３）内 容

2016 年 10 月 22 日（周日）10：00-17：00
Sonic City （大宫站西口步行 3 分钟）
大展厅、小展厅、第 1 展示场、市民厅、活动广场、钟塚公园等
（埼玉县埼玉市大宫区樱木町 1-7-5）
舞台秀、脱口秀、周边商品贩卖等各种活动。

① ANI 玉祭宣传舞台（主舞台）
主舞台的 MC 将由两位埼玉县出身的声优、同时也是动漫歌曲歌手、偶像组合“i☆Ris”
的成员——久保田未梦和澁谷梓希来担任。让您感受到双主持、来自埼玉的热情！同
时，去年作为主舞台 MC、埼玉县出身的声优——饭田里穗的 Live 也已定档！
会 场：活动广场
主舞台 MC：久保田未梦，澁谷梓希
演 出：饭田里穗，其他
入场费：免费

久保田未梦

澁谷梓希

饭田里穗

② 动漫测试
提出与埼玉县有关的动画方面的考题，从到场游客中选出“ANI玉祭动漫冠军”。
会 场：活动广场
入场费：免费

③ Yona Yona Festival 2017
文化放送「超A&G＋」（日本电台）上的人气节目《鹫埼健的Yoru Night ×Yoru Night》
也将初次登上ANI玉祭的舞台。从节目中诞生的人气组合《Odd Eye》也将带来一场特
别表演。
会 场：大展厅
入场费：指定坐席／事前购买5,800日元 当日购买6,300日元
※学龄前儿童可以由家长抱着免费观看。但是儿童另需座位的场合需要购票入场。
开 演：17：00
演 员：鹫埼健，泽口KeiKo，青木佑磨，Odd Eye，predia，学园祭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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鹫埼健

学园祭学园

predia

Odd Eye

④ ［１］音音漫画剧配音 Live《Nikopachi 堂主人大津次郎》（漫画作者：鱼户修）
表演声优将根据屏幕上的漫画剧情现场配音，让您如同身临其境的一场舞台表演。
［２］＜Picture Live＞《Inochi wo Itadaku》
鱼户修老师的暖心插画将被投射到大屏幕上，声优在旁边朗读故事。东京电视台《美
丽的巨人们》的片尾主题曲《Stars》的作曲人广田圭美也将带来一段优美的钢琴伴
奏。
＜Picture Live＞《小王子》
《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代表作。在日本被译为《星星
上的王子》，广为人知。本届 ANI 玉祭上，由大久保 Yu 翻译的《那时的小王子》也
将被搬上舞台。在广田圭美钢琴声的伴奏下，观众将一边欣赏视频，一边听着声优
将这段故事娓娓道来。

广田圭美

［３］＜捷克动画配音 LIVE＞《Amal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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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开始在捷克的小孩子中非常受欢迎的一部动画片《Amalka》，将会在本届 ANI
玉祭上由声优现场配音。
会 场:小会场
入场费：各 1,000 日元／3 场连票 2,500 日元
⑤ ＜大家一起来做翻纸动画＞《小王子》
给《小王子》的黑白插画上色，制作翻纸动画。制成的翻纸动画将会在 Youtube 上播
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
会 场：小展厅门厅
入场费：免费
⑥ 动漫的圣地峰会 in 埼玉
那些以埼玉县为舞台背景的名作的背后故事！！
听各作品的制作人畅谈创作作品时的有趣花絮以及背后故事。
会 场：市民厅 401・402
入场费：免费
⑦ 展区
当下最人气作品中出现的真实地点带来的展位大集合。
另外，观光宣传展位，饮食展位也将罗列其中。
会 场:第一展示场，活动广场，钟塚公园
入场费：免费
⑧ 埼玉痛车展 05(同时举办)
举办痛车展览和痛车比赛。车主们引以为傲的痛车将在大宫 Sonic City 精彩亮相！。
今年更会将展区拓宽到设置在大宫周边道路的“步行者天国”上。
会 场：钟塚公园・Sonic City 周边道路
入场费：免费

⑨Cosplay 更衣室
Cosplay 的表演者们可以用来更换服装以及存放行李物品。
场 所：彩排室・练习室
使用费：1,000 日元
⑨ 外国人 “cosplay 拍照会”
以外国 coser 为对象的拍照会。
会 场：钟塚公园
参加费：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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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现场

（４）入场费
免费（一部分室内的现场表演及脱口秀需要入场费或事先预约）
（５）预计来场人数 35,000 人
（６）官方网站
http://anitamasai.jp/
※最新情报随时更新。
（７）官方 Twitter ＠anitamasai
（８）主办
ANI 玉祭执行委员会
(公益财团法人埼玉县产业文化中心、埼玉县、株式会社文化放送、埼玉电视台、
FM NACK５、J:COM 埼玉、埼玉新闻社)

【会场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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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路线】Sonic City （大宫站西口步行 3 分钟）

【综合咨询】
ANI 玉祭执行委员会（公益财团法人埼玉县产业文化中心内）
担当：：沼野・安部
TEL：048-647-4034 FAX：048-647-4159
E-mail：kikaku@sonic-city.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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