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王家卫未上映的电影《来自上海的女人》海报

茛宫崎骏未上映的电影《长袜子皮皮》海报

宫崎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画大

师之一， 善于创作热血的主人公闯荡

魔法世界的故事。 瑞典儿童文学作家

阿斯特里德·林德格伦的笔下就有一位

这样的人物： 一个拥有超人力量的热

血的 9 岁女孩。 这样的故事无疑非常

适合宫崎骏来拍摄。 然而宫崎骏没能

将林德格伦的 《长袜子皮皮》 改编成

动画。 而改编失败的原因似乎也一直

是一个谜。

林德格伦在自己的女儿生病卧床

想听故事的时候， 创造出了长着雀斑、

梳着马尾的红头发皮皮。 这个角色最

早出现在 1945 年到 1948 年间出版的

三本书籍中。 “皮皮” 系列在国际上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皮皮的冒险故

事被翻译成了 64 种语言。 这个性格叛

逆 、 行侠仗义的女孩非常招人喜欢 ，

她有时会撒下弥天大谎， 平常和朋友

们———一只猴子和一匹马———一起住

在一座没有大人的小屋里。

皮皮的故事很快就被搬上了大银

幕。 据说， 1949 年瑞典的改编版本让

林德格伦非常生气。 在影片中， 原著

中的人物被进行了拙劣的加工 ， 9 岁

的皮皮由一位 26 岁的女演员饰演， 难

怪此后林德格伦对影视改编格外谨慎。

20 年之后， 瑞典又推出了一部获得正

式授权的电视剧， 相较于从前， 这一

次的改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这部电

视剧被拼接成了两部电影长片， 并在

配音之后公开发行。 1971 年， 刚刚离

开东映动画公司的宫崎骏和后来一起

创立吉卜力工作室的合作伙伴高畑勳

一起加入了一家名叫 A Pro 的制片公

司， 并开始为将皮皮的故事改编成动

画进行前期筹备工作。 当时， 满腔热

血的宫崎骏第一次踏出国门， 就选择

了前往瑞典旅行。 他在 1969 年电视剧

的取景地———哥得兰岛上的港口城市

维斯比———绘制了大量的场景草图 。

宫崎骏和高畑勳还与林德格伦见面探

讨他们对改编的想法， 根据他们的计

划， 影片将会名为 “长袜子皮皮： 世

上最强壮的女孩”。

然而， 最终林德格伦没有允许宫

崎骏将皮皮的故事改编成动画。 这位

作品甚多的作家之所以这样做， 可能

是因为不想让他人对她笔下最受欢迎

的人物进行肆意修改。 1971 年， 宫崎

骏还是一位无名小卒。 他的第一部动

画长片 《鲁邦三世： 卡里奥斯特罗城》

是 8 年前的作品； 吉卜力的光辉岁月

尚未到来， 工作室的业务要到 1986 年

推出 《天空之城》 之后才有起色。 不

过 ， 鉴于他对黛安娜·温尼·琼斯的

《哈尔的移动城堡》 以及玛丽·诺顿的

《借东西的地下小人 》 的改编都很成

功， 没能改编长袜子皮皮也是动画史

上一次非常令人遗憾的错失。

《长袜子皮皮》 有一些电视剧和

电影的改编作品获得了林德格伦的授

权。 1997 年， 皮皮的故事终于被改编

成了动画。 影片由加拿大动画公司奈

尔瓦纳出品 ， 但票房成绩非常糟糕 。

2002 年 ， 林德格伦去世 ， 享年 92

岁———次年 ， 宫崎骏的 《千与千寻 》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 影片在

商业上也非常成功， 在日本的票房收

入超过了 《泰坦尼克号》。

1983 年出版的艺术读物 《宫崎骏

印象绘本》 收录了宫崎骏为这部没完成

的作品创作的水彩画， 这些画作与宫崎

骏以往的作品风格类似， 十分唯美。 另

外， 这些水彩画也证明宫崎骏其他影片

中的人物形象有不少都受到了皮皮的影

响， 比如 1972 年的短片 《熊猫家族》

中红头发、 有雀斑、 梳马尾的主人公和

1988年 《龙猫》 中的少女小月。

直到 2008 年， 宫崎骏的动画中还

能找到林德格伦作品的影子： 《悬崖

上的金鱼姬》 中任性的红发小鱼波妞

就是生活在水中的皮皮。 虽然宫崎骏

没能在 1971 年按照计划完成对 “皮

皮” 的改编， 但此后他其实一直在不

断地演绎着这个故事。

《长袜子皮皮》：
宫崎骏未能改编它，是动画史上令人遗憾的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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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原本可能成为杰作
却毁于拖延症和过度的野心

《朱塞佩·马斯托纳之旅》：
费里尼担心， 拍完这部影片后他就会死

在 《导演笔记》 中， 费里尼展示

了 3 年前他为 《朱塞佩·马斯托纳之

旅》 建造的巨大的空壳建筑， 探讨了

这部他没能完成的作品。 影片讲述了

一位大提琴演奏家经历紧急迫降之后，

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事故中死去的故事，

费里尼想用这部影片演绎他的心理医

生恩斯特·伯恩哈德的临终遗言 （他在

影片剧本开始创作时去世）： “在完全

清醒的情况下迎接死亡。” 用费里尼的

话说， 他渴望表现 “一次无法言喻的

神秘体验， 传达完满的讯息”。

费里尼探索如何表现马斯托纳旅

程的过程颇为曲折， 但这个故事的缘

起可以追溯到导演在家乡里米尼度过

的少年时代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

意大利的 《综合》 杂志连载刊登了迪

诺·布扎蒂的 《多梅尼科·莫洛的奇妙

旅程》。 当时还是高中生的费里尼读了

这个故事之后， 整整 20 多年都难以忘

怀。 1965 年， 他和布扎蒂见面， 提出

两人合作撰写一部剧本。 导演撰写了

《朱塞佩·马斯托纳之旅》 的前期纲要，

并说服了德·劳伦提斯为影片提供资

金。 1966 年夏， 费里尼和布扎蒂合作

创作剧本， 与此同时， 影片的布景建

设也在德·劳伦提斯的迪诺西塔录影棚

开始进行。

然而， 导演的意志开始动摇。 选

择了马塞洛·马斯楚安尼———曾出演

过费里尼此前的两部重要作品 《甜蜜

的生活》 和 《八部半》 ———饰演男主

角之后 ， 费里尼嘱咐德·劳伦提斯不

要和马斯楚安尼确定最后的合同细

节 。 这些犹疑从何而来是一个谜团 ，

1966 年 9 月 ， 他写信告知制作人德·

劳伦提斯自己想要放弃这部电影。 费

里尼一生无法摆脱马斯楚安尼在 《导

演笔记 》 中提到的那种恐惧 （“你没

有信仰， 你似乎心存恐惧”）。 他迷信

到了病态的程度 ， 无数报道称他在

《朱塞佩·马斯托纳之旅》 前期制作期

间参加算命和通灵会。 有传言称在某

次的集会之后， 费里尼开始深信完成

这部影片将会导致他生命的终结。 无

论这是不是贤者的智慧， 费里尼相信

这样的预言一点也不奇怪。 他的梦境

对他的艺术有很深的影响， 多年来他

一直接受荣格派伯恩哈德医生的治

疗， 在后者的建议下， 导演有在日记

中记录梦境并从中解读自己的潜意识

的习惯。

在现实生活中， 导演的放弃带来

了灾难性的后果。 已经为影片投入了

上千万里拉的德·劳伦提斯怒火中烧并

采取了法律行动。 他取得了胜诉， 没

收了费里尼家中的贵重物品。 但无论

作为商人的德·劳伦提斯有多么残酷，

他还是为电影所痴迷， 希望和费里尼

合作。 1967 年初， 两人重修旧好， 决

定重启 《朱塞佩·马斯托纳之旅》。 此

时费里尼深信马斯楚安尼是最佳人选，

但是后者已经没有档期了。 最终， 他

选择了意大利演员乌戈·托格内吉， 托

格内吉后来因在 《一笼傻鸟》 中的表

演而家喻户晓。

然而， 费里尼状态不佳。 用他自

己后来的话形容， 有 “神秘而恐怖的

浓雾” 降临， 4 月 10 日， 人们发现他

陷入了昏迷 。 被紧急送往医院之后 ，

他被确诊为急性胸膜炎。 连续住院几

周之后， 他前往罗马东北的曼齐亚纳

休养。 德·劳伦提斯不愿 《朱塞佩·马

斯托纳之旅》 停滞不前， 安排了自己

心目中男主角的理想人选保罗·纽曼与

费里尼见面。 《圣经： 创世纪》 之后，

德·劳伦提斯希望能在美国取得进一步

成功。 然而， 夏天还没结束， 影片的

夭折似乎已无法避免。 为了不再次对

簿公堂， 费里尼签署了为德·劳伦提斯

拍摄多部影片的协议 （然而最终一部

都没有完成）。

费里尼和格里马尔迪合作了多段

式电影 《勾魂摄魄》 和 《爱情神话》，

但没能成功制作 《朱塞佩·马斯托纳之

旅 》。 导演在后来承认这让他耿耿于

怀， 也影响了他此后的作品。 《小丑》

《阿玛柯德》 和 《舞国》 中确实都能找

到 《朱塞佩·马斯托纳之旅》 的影子，

马斯楚安尼更是主演了 《舞国》。 在此

后的 25 年中 ， 费里尼经常考虑拍摄

《朱塞佩·马斯托纳之旅》， 甚至又从格

里马尔迪那里买回了版权， 却一直无

法完成这部影片。

《来自上海的女人》：
王家卫的拖延症让他错失了和妮可·基德曼的合作

《2046》 和 《一代宗师》 漫长的

制作过程证明中国导演王家卫不是个

当机立断的人。 前者在半秘密状态下

拍摄了 4 年 ， 刚好赶上在戛纳首映 ，

随后又回到剪辑室进行了好几个月的

微调。 后者所经历的类似的延迟和中

断已经成为了艺术电影界的传奇。 这

位中国香港影坛第二代的 “无冕之王”

总是把脸藏在他那标志性的墨镜后面，

他的工作方式也是一样令人难以捉摸。

如果说以闲云野鹤的状态完成他的影

片对于王家卫来说很困难的话， 开始

一部影片的制作似乎也不容易。 最能

证明这一点的还要属 《来自上海的女

人 》， 这部影片是王家卫出色却令人

“恼怒” 的事业中最漫长、 最缺乏进展

的一次尝试。

这部影片从一开始就好像一个遥

远的梦。 2003 年秋天，有传言说王家卫

在为妮可·基德曼量身定做他的首部英

语电影。 当时，基德曼出演了一系列极

具艺术价值的影片， 刚刚凭借在史蒂

芬·戴德利执导的室内剧情片 《时时刻

刻》中的表演收获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奖。 3 个月后，她与导演拉斯·冯·提尔

合作， 出色地出演了影片 《狗镇》， 影

片在戛纳上映时， 基德曼赢得了导演

主创论支持者们的赞赏。 2001 年和汤

姆·克鲁斯离婚之后， 妮可·基德曼的

艺术选择变得更加大胆和去商业化 。

所以， 她要出演王家卫———这位深受

习惯看字幕的评论家喜爱的亚洲导

演———的影片的消息在当时看来并不

算太过惊人。

2004 年末， 王家卫预测影片会在

次年开拍， 在 “3 个月之内” 完成。 没

有证据表明这位一向难以按照剧本最终

稿拍戏的导演当时完成了剧本。 来自

《电影业内》 杂志的一份 2005年的报告

显示有人秘密地向基德曼呈现了一个故

事构想， 而相关的导演计划安排编剧在

拍摄现场创作。 两年之后， 王家卫表示

自己仍然停留在第一稿剧本草稿的阶

段。 无论真相如何， 他成功地守住了情

节简介之外一切的信息， 向外界所透露

的不外乎基德曼将饰演一位在 20 世纪

20年代的上海 “身陷险境” 的女人。

与剧本相比， 王家卫更在意出演

影片的明星 。 他在接受意大利报纸

《晚邮报》 的采访时承认想和妮可·基

德曼合作是因为 “她有希区柯克女主

角的气质” ———他很欣赏基德曼在格

斯·范·桑特作品 《不惜一切》 中的表

演———后来， 他甚至坚持只有基德曼

出演， 他才愿意拍摄这部影片。

基德曼 2004 年曾为这部影片空出

半年的档期， 但是由于拍摄反复推迟，

她最终选择了退出。 此后， 王家卫在

2006 年 11 月接受采访时说 ：“再拍这

部影片毫无意义。”与此同时，刚刚与乡

村歌手凯斯·厄本喜结连理的基德曼接

受《拥护者》杂志采访时表示：“我想尽

量和我爱的人在一起，所以不能长期呆

在中国。 所以为了爱人要放弃很多。 ”

（王家卫提出的外景拍摄地包括中国的

哈尔滨、美国的纽约和俄罗斯的圣彼得

堡。 ）

《来自上海的女人》因为影坛最平

淡无奇的原因———“档期冲突”和“个人

原因”而夭折。 但是王家卫的拖延症和

完美主义显然也是让情况恶化的因素

之一。有消息称影片之所以一拖再拖的

原因包括王家卫担心基德曼的参演会

带来过多的媒体关注、剧本的反复修改

以及王家卫找不到合适的男主角———

他的第一选择梁朝伟因为身高问题无

法与身高约 180 厘米的妮可·基德曼搭

档。无论这些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媒体

制造的谣言，王家卫若想要拍摄这部电

影显然需要克服不少困难。 直到 2008

年，他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反复提到与

基德曼合作的计划———这部影片一直

到《一代宗师》出现并在接下来的 4 年

中占据了他一切创作精力之后才真正

偃旗息鼓。

“我睁着眼睛做梦。 ”他在接受意

大利报纸 《讯息报 》的采访时承认 《来

自上海的女人》让他夜不能寐。 令人失

望的是， 现在的他大约已经放下这部

影片了。

回顾人类的电影史， 在那些光辉璀
璨的伟大作品背后， 还有着许许多多让
观众充满期待和憧憬的未竟之作。 英国
作家西蒙·布朗德在 《无法上映的 54 部
电影》一书中，讲述了那些原本拥有天才
的导演、顶尖的演员和一流编剧所组成的
梦幻团队的电影，最终却因为种种因素未
能上映的原因。 诞生一部令人期待的电
影是如此不易，以至于用西蒙的话来说：

“每一部能够成功上映的影片都可谓是一
个奇迹”。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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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尼未上映电影《朱塞佩·马斯托纳之旅》海报

荩林赛·安德森未上映的电影《樱桃园》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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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电影剧本或者是 IP 刚启动的时候， 就已经

开始进入宣传期了， 这时就会发电影的概念海报。 既

然观众无缘得见这些未能拍出来的电影， 就只能从它

们的概念海报中管中窥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