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
中部地区
Aveiro
6 个月后 | Olga Roriz Company
電話： 213250800
舞蹈
系人
Centro de Artes de Águeda, Aveiro
子

件: geral@tndm.pt 网站 https://centroartesagueda.pt/

起点信息 2021-10-16

点信息 2021-10-16

時刻表:
21:30;
如果在她的最后一次 尸 告中，奥尔加 里斯反映了人类 地球造成的 面影响， 6
个月后，她开始 我 每个人都 持的人性 行反思。 (...)

Torres Vedras
Gorpuztu

Rubble King

電話： 261338131

電話： 261338131

舞蹈

舞蹈

系人

系人

Teatro-Cine, Torres Vedras

Teatro-Cine, Torres Vedras

子 件: teatro.cine@cm-tvedras.pt 网站 https://teatrocinetvedras.pt/agenda/114760
起点信息 2021-10-09 点信息 2021-10-09

子 件: teatro.cine@cm-tvedras.pt 网站 http://www.cmtvedras.pt/agenda/detalhes/124861/
起点信息 2021-12-03 点信息 2021-12-03

時刻表:
21:30;

時刻表:
21:30;

Gorputzu
是一个当代舞蹈

目，有

音

，解决我

不断

求平衡的

。 (...)

瓦

王引入了一个 短的关注跨度，一个典型的
生物。 沙箱中的一个
体，一个无限信息的地方，一个 度生 的 路，用于 找要
的原
型。 (...)

形
電話： 261338131
舞蹈
系人
Teatro-Cine, Torres Vedras
子 件: teatro.cine@cm-tvedras.pt 网站 http://www.cmtvedras.pt/agenda/detalhes/121963/
起点信息 2021-11-13 点信息 2021-11-13
時刻表:
21:30;
从自然的生存 境中，出 了古老的象征和精神的表达。 形是一种在非
性 空中的高能 生，由身体的振 ，运 ，呼吸， 音和 evocation
(...)

波尔

和北部地区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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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o
Dimitris Papaioannou

Gala D´Étoiles

電話： 223392200

舞蹈

舞蹈

系人

系人

Coliseu Porto Ageas

Teatro Municipal do Porto - Rivoli
子 件: geral.tmp@agoraporto.pt 网站 https://www.teatromunicipaldopo
rto.pt/pt/programa/dimitris-papaioannou-transverse-orientation/
起点信息 2021-12-03 点信息 2021-12-04
時刻表:
19:30;
狄米里斯 - 帕皮奥 努 ( ) 是一位来自
的希腊
家，他后来沉浸
在表演
的世界中，不 是 演， 包括 舞，翻 ，
，服装
和照明 理。 在 2018 ，他在 Rivoli (...)

時刻表:
21:30;
Mariinsky 院、La Scala 院、基 国家歌 院芭蕾舞 、俄 斯古典芭
蕾舞 的明星，在一个 大的芭蕾舞表演中，明星和世界舞蹈的独唱演
。 看 典 集中最美 、最具象征意 的Pas de (...)

Susana Domingos Gaspar | Jaime的班

Jan Martens/GRIP & Dance On Ensemble

電話： 226063000

電話： 223392200

舞蹈

舞蹈

系人

系人

Teatro Campo Alegre, Porto

Teatro Municipal do Porto - Rivoli
子 件: geral.tmp@agoraporto.pt 网站 https://www.teatromunicipaldopo
rto.pt/pt/programa/jan-martens-grip-dance-on-ensemble-any-attempt-willend-in-crushed-bodies-and-shattered-bones/
起点信息 2021-09-18 点信息 2021-09-18
時刻表:
19:30;
" 任何
都将在破碎的身体和破碎的骨 中 束 " 是由一个由 17
名舞者 成的非典型的舞会
所扮演的不匹配的力量。
种不同类型的舞者跨越几代，年 最小的 16 ，年 最大的 69 (...)

段不

网站 https://www.coliseu.pt/evento/20220521-gala-d-etoiles-estrelas-esolistas-da-danca-mundial
起点信息 2022-05-21 点信息 2022-05-21

子 件: geral.tmp@agoraporto.pt 网站 https://www.teatromunicipaldopo
rto.pt/pt/programa/susana-domingos-gaspar-classe-do-jaime/
起点信息 2021-09-23 点信息 2021-09-23
時刻表:
19:30;
政治生活中的失信，敏感和身体的分离，技 的强化，气候 急状况，社
会不取向以及公共空 的排空，都 城市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争 。
在第六版中， MEXE -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Art and (...)

定

電話： 226063000
舞蹈
系人
Teatro Campo Alegre, Porto
子 件: geral.tmp@agoraporto.pt 网站 https://www.teatromunicipaldopo
rto.pt/pt/programa/palcos-instaveis-costanza-givone-exposicao/
起点信息 2021-09-25 点信息 2021-09-25
時刻表:
21:00;
吉万的 " 不 定 段 " 是一个在 型
一个短 而脆弱的状 ，比如用于
人类正在 型 未完成的工作。

程中的工作 :
性研究的石膏。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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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a Real
Amaramália 2020

Aprometido

電話： 259320000

電話： 266732504

舞蹈

舞蹈

系人

系人

Teatro Municipal de Vila Real

Teatro Municipal de Vila Real

网站 https://www.teatrodevilareal.com/index.php/agenda/danca/745-amar
amalia-18-set
起点信息 2021-09-18 点信息 2021-09-18

子 件: pedexumbogeral@pedexumbo.com 网站 http://pedexumbo.com
/o-espetaculo-aprometido-vai-estar-no-teatro-de-vila-real-no-dia-30-desetembro/
起点信息 2021-09-30 点信息 2021-09-30

時刻表:
21:30;
在阿 利 - 德里格斯出生的百年 史上，巴
的葡萄牙人向他的歌唱家致敬，他 的生活，事
。 (...)

- 康特 安 ( CPBC )
和声音开始与国家混淆

時刻表:
21:30;
" 阿普 梅蒂多"
使用
的和当代的舞蹈，以及阿 特霍《圣本》的流行，探索 Promise
的生活 段，从承 的 刻开始，通 建筑和空空，直至其推翻。 Promise
的 Masts of (...)

里斯本地区
Estoril
Maria Juncal - La Vida Es Un Romance
舞蹈
系人
Casino Estoril, Cascais, Lisboa
起点信息 2022-04-02

点信息 2022-04-02

時刻表:
22:00;
写小 ，押韵，韵味。
生活是一种浪漫，是一个不

是前

，但永不停步的步行者的歌。 (...)

Lisboa
Dom Quixote - Russian National Ballet

Dust

電話： 213151050

舞蹈

舞蹈

系人

系人

Reservatório da Mãe d'Água das Amoreiras, Lisboa

Teatro Tivoli BBVA, Lisboa
子 件: teatrotivolibbva@uau.pt 网站 https://www.teatrotivolibbva.pt/pt/e
vent/337/dom-quixote-russian-national-ballet
起点信息 2021-12-02 点信息 2021-12-02
時刻表:
21:00;
芭蕾舞 《唐吉訶德》充 了 vivacity 和情感。
是一个有着美好 局的漫画故事。
唐吉訶德 着理想的浪漫主
入了
， 幽默解决父女之
突提供了理想的背景。 (...)

Irish Celtic
電話： 213303500
舞蹈
系人

网站 https://www.epal.pt/EPAL/menu/museuda-%C3%A1gua/apresenta%C3%A7%C3%A3o/agenda
起点信息 2021-09-25 点信息 2021-09-25
時刻表:
18:30;
埃是一个旨在
的一切。 (...)

的

狂冲

生的事情做出反

的

目，我

在最近的

代所

Roots
舞蹈
系人
Teatro Tivoli BBVA, Lisboa
网站 https://www.teatrotivolibbva.pt/pt/event/289/roots-com-thiago-soarese-danilo-dalma
起点信息 2022-04-02 点信息 2022-04-02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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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tro Tivoli BBVA, Lisboa e Coliseu Porto Ageas
子 件: uau@uau.pt 网站 https://www.uau.pt/event/952/irish-celtic
起点信息 2022-01-12

点信息 2022-01-25

時刻表:
16:00, 21:00, 21:30;

時刻表:
21:30;
在 Danna dos Artistas 目中放映了 " Duelo" 的 Tivoli BBVA
后，
Thiago Soares 在 敦的皇家芭蕾舞 的第一位客座舞者
雷斯 ( Thiago
Soares ) 回到里斯本。 (...)

尔
尔特人 ( Irish Celtic ) 是 尔 科克的一个酒吧。 它的 史可追溯
到
的开始，在其内部有
和物 ， 明翡翠 的 史，从毒品到第1
9世 迁徙的 代。 (...)

果

干|俄

斯古典芭蕾

舞蹈
系人

Sónia Baptista | WOW

Coliseu dos Recreios, Lisboa

電話： 217905454

网站 https://www.coliseulisboa.com/agenda/detalhes.aspx

舞蹈

起点信息 2022-01-08

系人

点信息 2022-01-08

時刻表:
16:00 和 21:00;

Culturgest Lisboa
子 件: culturgest@cgd.pt 网站
https://www.culturgest.pt/pt/programacao/wow-sonia-baptista/
起点信息 2022-01-13 点信息 2022-01-15

俄 斯古典芭蕾舞
Bespalova (...)

時刻表:
19:00 和 21:00;

，着名的莫斯科公司，由着名舞蹈家 Evgeniya

在古希腊，美 和美好被
是不可分割的概念。 美的思考，不 会
生好奇与欣喜，更能
者更接近追求正 的渴望，以及追求更高理想的
向往。 (...)

天

湖|俄

斯古典芭蕾

舞蹈
系人
Coliseu dos Recreios, Lisboa
网站 https://www.coliseulisboa.com/agenda/detalhes.aspx
起点信息 2022-01-07

点信息 2022-01-09

時刻表:
16:00 和 21:00;
俄 斯古典芭蕾舞 ，着名的莫斯科公司，由着名舞蹈家 Evgeniya
Bespalova
，返回葡萄牙， 古典芭蕾舞湖天 的杰作， 述 情，背
叛和善 的 利。 充 浪漫主 和美 ， Lago Dos (...)

Mafra
Marina Popova 舞蹈

的数字

電話： 261810100
舞蹈
系人
Auditório Beatriz Costa, Mafra
子

件: geral@cm-mafra.pt 网站 https://www.cm-mafra.pt/pages/1148

起点信息 2021-09-25

点信息 2021-09-25

時刻表:
21:00;
《数字》是一部关于自由的 舞作品，虽然有 从其缺席的角度
" Marina Popova 舞蹈 的号 " 的灵感来自 " 我 " 的 " 我 "
的灵感来自 自由的限制， 些限制不是身体的，是关于 (...)

察。

阿尔加

2013 葡萄牙旅游局。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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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o
19 拉各斯弗拉门共
舞蹈
系人
Centro Cultural de Lagos, Lagos
网站 https://www.facebook.com/festivalflamencolagos
起点信息 2021-09-16

点信息 2021-09-18

時刻表:
21:30;
在葡萄牙最古老的 日拉各斯弗拉门科 返回拉各斯文化中心。 具有强烈
同感的神奇吉他，舞蹈的美与激情，以及一切充 情感和
的歌声，
都是 次活 的配料。

阿

特茹

Évora
FIDANC - 国

当代舞蹈

舞蹈
系人
Teatro Garcia de Resende, Évora
子

件: office@cdce.pt 网站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

起点信息 2021-09-16

点信息 2021-10-02

時刻表:
14:00 -18:00;
FIDANC 是一年一度的活 ，自 1998
起在埃沃拉市呈 当代舞蹈，助推城市文化
20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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