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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沙特阿拉伯迎来了在该国拍摄的

规 模 最 大 的 两 部 电 影 ——《坎 大 哈》

（Kandahar） 和 《 沙 漠 战 士 》（Desert
Warrior）——随着这两部影片带来的影响

力，该国计划成为国际和本地制片的目标拍

摄地。

即将上映的杰拉德·巴特勒（Gerard
Butler）主 演 的 动 作 惊 悚 片《坎 大 哈》

（Kandahar）最近在沙特阿拉伯完成了拍摄，

其制片工作采用了不同寻常的方式，即在废

弃的枣子加工厂内建造临时摄影棚。此举

并不是由于预算限制——当地根本没有拍

摄用的摄影棚。

虽然这似乎不太可能改变游戏规则，但

由巴特勒的常规合作伙伴里克·罗曼·沃夫

（Ric Roman Waugh）执导的《坎大哈》正在沙

特阿拉伯起到了重要作用，让业内人士发现

该国试图向电影世界敞开大门，这是好莱坞

最早开始在该国拍摄的主要作品之一，并在

该国西北部新建立的拍摄目的地进行拍摄。

专门建造的制片拍摄设施将很快在沙

特阿拉伯的文化绿洲 AlUla 投入使用，这是

历史悠久的朝拜路线的一部分，该地区的景

观变化很大，充满了沙丘、沙漠绿洲、露头的

岩石和古代遗址（包括沙特的第一个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其中一些可以追

溯到新石器时代。

据 AlUla 皇家委员会的电影专员斯蒂

芬·斯特拉坎（Stephen Strachan）称，他于

2019 年加入并监督其电影和电视宣传部门

Film AlUla 的成立，目前正在建造两个大约

23,000 平方英尺的摄影棚，以及 300 个包含

演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宿房间，估计在2022年

年中开放。而其中一些制片团队或许那时

候可以直飞了。

“这就像一个度假胜地，人们可以来这

里并感到安全和舒适，”斯特拉坎说，他还指

出，AlUla的机场最近已成为国际机场，现在

有来自巴黎的直飞航班。

但是对于像《坎大哈》这样第一批来到

沙特阿拉伯拍摄的影片——实际上并不是

第一部在AlUla拍摄的影片，2020年 1月，罗

素兄弟（Russo Brothers）的《谢里》（Cherry）在

这里拍摄了三天——团队不得不建造自己

的摄影棚并住在酒店里。话虽如此，作为第

一个在沙特阿拉伯拍摄了一段时间的大投

资项目（该片拍摄了 36天，然后剧组移到了

吉达）确实带来了一些好处。

根据Capstone影业《坎大哈》的制片人克

里斯蒂安·默库里（Christian Mercuri）的说

法，在基础摄制设施方面可能存在“额外挑

战”，当局都大大简化了手续过程，他们不遗

余力地为电影公司铺开“红地毯”。

“他们真的卷起袖子，尽其所能，为我们

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东西，这令人印象深刻

——你不能在美国和其政府那里得到那种

程度的支持。”他告诉媒体。

这种支持的主要部分是财政支持。沙

特广播电视公司MBC很早就以主要投资者

的身份参与了《坎大哈》这一项目，但该电影

也受益于该国极具竞争力的 40%的故事片、

纪录片和动画影片摄制的现金返还，该返还

政策是在去年12月的首届红海电影节（沙特

第一个大型国际电影节）上宣布的。

“当我们建造摄影棚时，它们就像是‘谁

也可以把它扔进去’的建筑，”默库里说，“但

他们坚持购买并添加了不少东西，其中包括

了与新冠防疫相关的一些间接成本。”

但《坎大哈》——它是第一个在沙特阿

拉伯完整拍摄的大投资电影——并不是在

这个国家拍摄的投资最大的国际合拍电影，

这个国家在 2018 年贾马尔·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谋杀之后才受到制片业的冷

落。

在阿尔乌拉以北 500多公里处，大制作

影片《沙漠勇士》——一部由MBC公司和导

演鲁珀特·怀亚特（Rupert Wyatt，《猩球崛起》

的导演）合作的史诗类影片，由安东尼·麦凯

（Anthony Mackie）、艾莎·哈特（Aiysha Hart）、

沙尔托·科普利（Sharlto Copley）和本·金斯利

（Ben Kingsley）主演——自 2021年年中以来

一直在塔布克省拍摄。更具体地说，它是在

Neom地区的沿海地区拍摄的，因为这里是一

座价值5000亿美元的特大城市的所在地，这

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对沙特阿拉伯的宏伟未来愿景

中的闪亮核心地之一。

“这是在该地区拍摄的有史以来投资最

大的电影，”Neom的媒体、娱乐、文化和时尚

部门的负责人韦恩·博格（Wayne Borg）说（他

是福克斯和环球影业的前高管，曾在阿布扎

比的 Twofour54 公司工作了几年），“这是一

部大制作——预算在 1.2 亿至 1.3 亿美元之

间，而且我们每天都有大约 500 人在片场。

我认为这不仅展示了我们的能力，还展示了

我们的潜在能力。”

与AlUla一样，目前Neom正在建造摄影

棚，其中两个将于2022年初投入使用。博格

表示，未来 12个月将再建造四个，以帮助包

括电视剧和当地本土电影的摄制。

虽然AlUla的重点是围绕其历史遗迹建

立一个产业（它也在推动当地成为一个主要

的旅游目的地），但Neom的目标是建造一个

主要区域的媒体中心。博格表示，到2025年

底，电影和电视制片设施将整合在一个场地

上——他估计该场地可能会扩大到 900,000
平方米（合222英亩）——包括项目开发和办

公空间。这是一个宏伟而雄心勃勃的计划，

是海湾地区多年的几个计划之一（包括

Twofour24公司，博格声称该公司“从未实现

其全部潜力”。）

Neom的另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根据博格

的说法，它将成为一个“半自治管辖区”，这

意味着它将能够制定自己的制片激励计划，

目前正在开发中。”这与去年 12月宣布的计

划是否相匹配甚至更好还有待观察，但博格

暗示，作为一个半自治的司法管辖区，Neom
可能提供某些生活方式选择——例如酒精

饮料的供应——以吸引国际影视人才。

AlUla 和 Neom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两者的面积都与比利时大致相同（每个约27,
000平方公里，相差不多），并且都热衷于推

荐其适合拍的风景和各类拍摄地点。虽然

Neom 拥有约 500 公里的海岸线和海拔约

2500 米的山脉，AlUla 充满活力的风景包括

郁郁葱葱的绿洲、黄色沙丘，以及斯特拉坎

所说的“更传统的阿拉伯劳伦斯风格”。很

快，对于不在外景地摄制的电影，两地都将

拥有摄影棚。

但最重要的是，多亏了《坎大哈》和《沙

漠勇士》，随着制片公司在卡舒吉事件几年

后再次对沙特的投资感兴趣，现在这两个

地区都在带头推动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的

热门电影拍摄地点。（沙特投资包括《好莱

坞纪事报》的母公司；SRMG 是沙特阿拉伯

的一家上市媒体公司，是普华永道的少数

投资者，也是《好莱坞纪事报》的共同所有

人。）

一直以来，约旦一直是任何需要大片沙

滩作为外景地的主要作品的首选之地（《阿

拉丁》、《星球大战 9：天行者的崛起》和《沙

丘》只是最近在那里拍摄的一些片段），它的

邻居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重要且财力雄

厚的竞争对手。在202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

AlUla 进行了大规模的宣推活动，沙特阿拉

伯馆中的有一些讨论，如果这些业务早点展

开，该地区将会成为《沙丘》完美的选择。

“如果他们不是未来几年最大的国际合

拍影片的参与者，我会感到惊讶，”默库里

说，他承认他们已经在讨论在沙特阿拉伯摄

制更多电影，包括一些阿拉伯本土影片。“我

认为，他们首先必须建造一些摄影棚。他们

需要建立一些摄制基础设施，物流也需要更

加顺畅。如果有意愿，就能有办法，而且在

财务上他们非常有能力处理好这些。我认

为它将成为整个地区的下一个制片枢纽。”

好莱坞财务年度分析显示，在 2020 年的

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票房和许多电影公司业

务的利润出现反弹。但随着制片生产和营销

支出的增加，较高的支出给一些电影公司造成

了压力。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 2020 年全球各地

的影院长时间关闭和制片工作长时间停滞后，

电影院恢复了营业，制片公司在 2021 年将其

摄制工作推向更高的档次。不过，去年，

omicron变异毒株的流行对计划产生了影响。

由于电影公司在制作和电影营销上的花

费也更多，娱乐集团的电影部门的盈利增长通

常不如收入增长那么明显。正如年度分析所

显示的那样，利润甚至下降了。

“2020年是一败涂地，而 2021年上半年实

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会计和咨询公司EY
公司美洲媒体和娱乐部门的主管约翰·哈里森

（John Harrison）在谈到票房趋势时说，“我认为

12 月上映的《蜘蛛侠：英雄无归》是消费者对

重返影院的持久兴趣的最好的信号，它在

omicron 变异毒株冲击美国的情况下大放异

彩，而那部电影变成了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大

片之一。”

这也推动索尼的电影部门迎来了丰收的

一年。凭借 90%的利润增长（如果数据不四舍

五入，则为 94%），该公司在利润增长方面处于

领先地位，其次是派拉蒙，而 Netflix 公司再次

是电影业务年度利润最高的美国公司。

连续第三年，电影公司的利润报告对这家

流媒体公司进行了研究性的审视，尽管其财务

状况无法与好莱坞大电影公司直接比较，但该

公司与主流娱乐集团争夺内容、流媒体订阅者

和人才。毕竟，它是一家完整的公司，而不是

一个更大的娱乐集团中的一个部门或分公司，

而且这一切都与订阅收入有关，而娱乐集团通

常会在其电影部门之外统计这些收入。

还有一个事实是，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财务

披露是有限的，而且并不总是容易比较的。例

如，索尼公司还有电视网络，迪士尼有现场活

动等等。随着迪士尼和 NBC 环球等公司对其

业务和部门进行了重组，与过去相比，他们的

最新数据看起来也大不相同了。

对 2021年和 2020年的自然年数据进行比

较，尽管迪士尼和索尼的财政年度与自然年不

一致，并且他们的执行团队专注于管理他们的

业务，着眼于财政年度。电影公司的利润报告

还是在流媒体公司驱动的快节奏变化时期提

供了一个参照。

（下转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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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lUla拍摄《坎大哈》

《谢里》

在Neom拍摄《沙漠战士》

《鱿鱼游戏》

《欢乐好声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