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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档和国庆档
片源丰富，值得期待

今年暑期档，《狙击手》《冲出地球》《长津
湖》《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等影片纷纷
撤档，头部影片供应不足，也是今年暑期档表
现低迷的一大原因。

灯塔研究院行业分析师张荣棣表示，今
年暑期档虽然以73.8亿总票房收官，但根据灯
塔研究院发布的《2021暑期档中国电影市场
洞察》报告显示，今年的暑期档有两个特点，
一是主旋律影片很热门，以20.1亿的票房总量
占据了整个暑期档的29%，说明观众对主旋律
影片的认可；二是我们分析整个暑期档的日
票房，发现《中国医生》《怒火·重案》《白蛇2·
青蛇劫起》这些大片除了上映首周周末票房
表现突出，而七夕档作为一个比较小的档期，
也没有新片上映，却也贡献了近2亿的日票
房，说明社交属性的档期仍然是市场刚需，有
一定的基本盘。

对于接下来的中秋档和国庆档，不少影迷
充满期待，张荣棣称，随着这一轮疫情的有效
防控，下半年的档期也有足量新片供应。

中秋档目前有10部影片定档，有亲情向的
《关于我妈的一切》，也有灾难动作大片《峰
爆》，还有贾樟柯导演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
蓝》，种类丰富；国庆档是下半年的重点档期，
也已经有两部主旋律力作《长津湖》和《我和我
的父辈》定档，这两部影片映前热度都较高，

《长津湖》在淘票票平台上想看数更是高达
35.6万，期待这些好片子能助力两个档期取得
好成绩。

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王祖曦

“嘛吉克”魔药
芳草小学六年级3班 刘墨
指导教师：张锦文

我拥有一瓶神奇的魔药，它叫“嘛
吉克”，喝一滴我的梦想就会成真。

我小心地抿了一口，身体立马感到
了强烈的律动，我手中拿着鼓槌，面前
是一套精致的架子鼓，通鼓之间衔接着
各式各样金黄的镲片。一首激情的曲子
响起，我的手脚情不自禁地动了起来，
脚下的底鼓如同我激动的心跳，清脆的
鼓声相继附和。一首疾风骤雨的音乐结
束之际，欢呼与掌声传来。

在掌声与欢呼声中，我迫不及待地
饮下第二滴。这次我来到了羽毛球场，
力量从身体各处苏醒，轻轻一跑，脚步
如蜻蜓点水般轻盈，定睛看向对手，居
然是刚在日本拿了冠军的安赛龙。“不
怕，加油！”球场上，我如鱼得水，处理
球进退有度，角度刁钻，任你是谁，我也
不怕。

等我喝下第三滴的时候，我坐在书
桌前，周围全是书，手边还有几本书稿。
此刻我文思如泉涌，写下来定又是一本
畅销新书。现在我可是大作家了！

这时，一位老人推门而入：“孩子，
别喝了！”我说：“老爷爷，为啥啊？”老爷

爷说：“你看看说明就懂了！”
我向“嘛吉克”的魔药瓶子一瞧，里

面有许多身影，有练习架子鼓的，有练
习打羽毛球的，为正在为写作文苦恼的
……老爷爷说：“好孩子，其实这瓶魔药
一点都不神奇，它的配方很简单——努
力。你刚刚看到的画面，都将是努力之
后的收获。你努力越多，收获也就越多！
赶紧努力去吧！”

是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明白
了我今天的努力，就是美好未来的神奇
魔药。新学期，加油冲！

自主小能手成长记
金苹果锦城一中附属小学四年级9班
陈峻轶 指导教师：谢敏

老师常说，我们都是小雏鹰，等我
们练就飞行的本领，丰满了羽翼，我们
就可以离开妈妈的庇护，展翅翱翔蓝
天。这个暑假，我在练就翱翔本领的路
上前行着，解锁了自主独立的新技能。

暑假里爸爸妈妈要去上班，可我要
去离家20多公里的猛追湾参加游泳训
练，这可怎么办呢？妈妈说你已经长大
了，可以尝试下自己坐地铁。于是我提
前在地图上查好了出行路线，紧张又期
待着……

第一次出行的时候，我忐忑地上了
地铁，手里紧紧握着电话，眼睛牢牢盯
着报站的屏幕，心里就像有只小鹿在乱
撞一样。玉双路到了，刷卡、出站、上公
交……终于到了猛追湾游泳馆，看见了
教练，紧张的心才放松下来。说起来还
真有点汤姆历险记的感觉。

接下来一个暑假，去游泳训练、去
上长号课，我都是自己出行了。这大概
就是我飞向蓝天的第一步吧。雏鹰飞向
蓝天的过程是漫长的，在这展翅翱翔的
路上，或许我会遇到各种坎坷，但妈妈
说，尝试就是一种经历，只有迈出这一
步，我离蓝天就又进了一步。

粗心？怕不仅仅是粗心！
天涯石小学五年级9班 赵正熙

唉，怎么会失败呢？我坐在课桌边，
懊恼地瞪着我的卷子。

这次考试的题目很简单，我不但提
前做完了，更对妈妈夸下海口：100分绝
对不是问题！结果现在卷子发下来了，
才95分。我还以为拿错卷子了，反复确
认，的确是我的；再一看错题，哎呀，一
道大题忘记转换计算单位了！

我的心像被一根叫“完美”的针刺
了一下。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家，沮丧地

把卷子给妈妈签名。妈妈看出来我很不
开心，说：“找找做错的原因，改正了，下
次注意就好。”

我叹了口气，心想：“还能有什么原
因？粗心呗！”转念一想，不对，仅仅是粗
心吗？这次的题目很简单，是我自己骄
傲自大不好好读题，做完了也不认真检
查才导致的粗心！看来以后不论题目难
易，我都不能掉以轻心，要仔细提防题
目里面的“小陷阱”才对！

我赶紧找到妈妈，大声宣布：“我知
道啦，我这次的失败是因为自己太轻敌
造成的！看着简单的题目其实另有玄
机！我以后只要仔细审题就可以避免！”

“对啦！恭喜你又发现了一个好的学习
方法！”“这么说来……”我脑子里灵光
一闪，“失败也不是坏事。找到失败的原
因，尽力改正才是关键。就像这次没考
好，找出原因，不仅可以弥补知识的不
足，还学会了新的学习技巧，以后都可
以避免类似问题了，简直一举两得啊！”

“撒谎”的医生
蜀小四年级3班 王乐乐

怎么回事？竟然有医生对病人“撒
谎”。这个“谎”到底是什么？别着急，听
我细细道来。

那天，我去医院看鼻炎，是一位头
发有些花白的医生给我看的。他戴着一
副黑框眼镜，脸上的皱纹好似一副地
图，代表着他经历过的一切，看起来十
分智慧。他温和亲切地问了我一些问
题，并查看了我的鼻子，然后给我开了
药。接着，他转过身看着我，欲言又止。
我直直地盯着他，有些紧张，又很期待。

“接下来到底要发生什么？会不会
……”我坐在凳子上，一种神秘感油然
而生。

时间不知被谁调慢了，好似一只树
懒缓缓向树梢爬去……宁静的房间内，
气氛忽然变得凝重。

终于，医生笑眯眯地开口了：“你介
不介意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我好奇地问。
“在你的腿上贴一个sticker。”医生

回答道。
获得我的同意后，医生随即拿出两

个小指甲盖大小、浅黄色的小玩意。他
在我的腿上比划了几下，随后找了个地
方贴了下去。sticker刚挨到我的小腿，我
就感觉到了一点刺痛，仿佛被一根绣花
针给戳了一下……

医生终于贴完了stiker，我立刻站了
起来。他笑着看着我，说：“你想不想知
道那个sticker到底是什么？”我有些疑惑
地点了点头。医生接着说的话，让我十

分惊愕。
“其实这个sticker是一种针。很抱

歉，刚才撒了一个谎，不过别担心，小朋
友。”医生解释说，“那种针长1.5毫米，又
细又小，只有一丁点痛，但这根针能辅
助治疗你的鼻炎，而且只需贴两天就可
以取下来了。刚才说是sticker，是因为我
怕你害怕……”

“什么？”我大吃一惊，小腿颤动了
一下，刺痛感顿时连续袭来。但我并没
有生气，因为医生叔叔撒的是善意的谎
言，我听了之后不仅没有感到难受，反
倒收获了一种温暖。

在我的印象里，医生一般都很严
肃，让人很有距离感，但这位医生叔叔
善意的谎言，却让我对医生的印象彻底
改变了：原来，有些医生是那么和蔼可
亲、那么为病人着想的啊。

古诗词大赛
东城根街小学三年级3班 伊依

时间飞逝，暑假转眼就过去了，在
这个暑假里我参加了古诗词大赛。三岁
起，我就开始背唐诗了，虽然那时我不
太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每次读诗朗朗上
口，很快就能记下来。之后，我的诗词累
积逐渐多了起来。

这次暑假，放假的第一天，妈妈就
要求我每天背两首诗。当时我还不知道
有诗词比赛，不紧不慢地背着，了解其
中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妈妈问我要不要
报名诗词大赛时，我才明白了妈妈的良
苦用心。

初赛成功晋级，接下来的复赛，我就
要更加用心准备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
目标：每天至少背三到五首诗词。因为这
次考的范围广时间又紧，涉及唐诗、宋
词、诗经、楚辞、元曲、近代诗等，所以我
从早上起床锻炼时就开始听古诗词讲
解，吃过早饭便开始背诵诗词，中午休息
时再抄写一遍，等到晚上睡觉前再最后
复习背诵一遍。

就这样每天周而复始地背，到复赛
时，我已经积累了不少诗词。尽管复赛
时好多都没用上，但在准备过程中，大
量的诗词已经记在了我心里，我相信迟
早都会有用到的一天。俗话说：台上一
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在台下长时间
的努力和积累，哪有那台上一分钟的光
彩呢。

所以比赛的结果对我来说已经不
那么重要了，在准备的过程中，我收获
了很多——不仅仅是知识的增加，同时
收获的还有对自我的要求，以及自信
心，对我来说，这种潜移默化的收获，才
是最大的收获呢。

中秋档和国庆档
值得期待

纵观今年暑期档上映的影片，
不少“烂片”引发网友吐槽。8月13
日上映的《测谎人》目前豆瓣评分
仅2.7分。该片由“开心麻花”导演杨
沅翰执导，马丽、文章、梁超等主
演。有网友看完电影后表示，“九十
分钟能坚持到三十分钟就是勇
士！”“一句话的事用了90分钟来反
复讲述，让人如坐针毡。”“我要为
我的30块钱和周末宝贵的一个半
小时讨个说法，我没法用评价电影

的语言来评价它，因为它不配。”
除了《测谎人》，7月9日上映的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4：完美爸
爸》豆瓣评分仅5分。有豆瓣网友表
示，这是一部“连小孩看了都觉得
无聊的电影！”

《混沌行走》豆瓣评分5.2分。网
友“桃桃林林“看过该片后表示：

“其实本质就是一个老套的青少年
爱情片，那些科幻设定都是噱头，
而且非常傻。表达方式也挺傻的。”

当然，今年暑期档也诞生了不
少高分电影，比如集结了洪金宝、
袁和平、程小东、元华、甄子丹、钱
嘉乐等华语电影最强“武师阵容”，
首次全方位揭秘中国香港龙虎武
师长达六十余年风云变幻，展现中
国功夫影人搏命人生路的电影纪
录片《龙虎武师》豆瓣评分高达8.3
分。陈木胜遗作《怒火·重案》豆瓣
评分7.5分，成为暑期档继《中国医
生》后第二部破10亿的影片。

暑期档以暑期档以7373..88亿票房收官亿票房收官

历时三个月的2021年暑
期档落下帷幕，据灯塔专业版
数据，2021年暑期档以73.8亿
总票房收官，仅有《中国医生》
《怒火·重案》两部影片票房过
10亿元，有的影片在档期内首
日票房仅有568元。

9月1日，红星新闻记者采
访了知名专家，试图对今年暑
期档做出分析。

现
象回望今年暑期档，不少影片成

绩不佳。8月27日，一部名为《误入
青春》的影片上映。该片讲述了四
位在疗养院养老却身怀绝技的老
戏骨常青、李国华、江海、白凯元，
因常青偶然受伤，四位老人相识了
正准备参加艺术比赛的小女孩马
天美，他们被马天美真挚的求知欲
所打动，决定收马天美为徒，倾囊

相授，帮助马天美排除万难赢下比
赛，终于帮她圆了“悟空梦”。

电影《误入青春》号称是电视
剧《西游记》师徒于三十年后在现
代世界的一次重聚，猴哥的配音演
员李世宏，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
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沙僧的扮演
者刘大刚共同担任主演。9月1日，
红星新闻记者从灯塔专业版看到，

该片上映首日票房仅568元，目前
累计票房仅4909元。

除了《误入青春》，电影《天鹅湖
之恋》8月27日上映，上映首日票房
仅363元，目前累计票房仅3964元。

电影《催婚》8月14日上映首日
票房2.2万，累计票房2.7万。

8月14日上映的动画电影《魔法
奇程》首日票房1.8万，累计票房3.8万。

四位老戏骨主演的影片，上映首日票房仅568元

有一些“烂片”，被观众吐槽“如坐针毡”

分
析

有的电影本身有问题
有的电影不懂宣传

对于今年暑期档不少影片成绩不佳，北京
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在接受红
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来说出现这种
情况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作品本身不好，另外
一个就是没有留下足够的预算去做营销。”

陈少峰表示，现在一部电影的营销费用要
占到电影总投资的30%到40%，有的甚至更高，
达到50%，所以好多人做完一部电影以后就不
管了，那是不行的。“如果做完一部电影以后，
没有事先在互联网上做很多宣传的话，那基本
上就没有电影院给你排片；如果票房预售不
好，也没人给你排片。好多没经验的小公司在
做电影时，可能本身就不懂这方面是如何运作
的。还有一些小的电影公司，对营销很忽视，这
也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本来作品就有问题的，
我看到很多电影，它的题材本身就有问题，很
老套。如今的电影市场里，做得比较好的还是
头部电影公司。”

预
测

扫描二
维码关注“成
都儿童团”，
在这里，世界
是课堂，旅途
是成长。

扫描二
维码添加“成
都商报小记
者俱乐部”客
服微信，咨询
加入小记者
队伍。

我的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谈到收获，你会想到什
么？是经过不断尝试，终于学
会了一项技能？是从某次经历
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又或者是
其他？现在就请小朋友们来谈
谈他们的收获吧！

收获

《天鹅湖之恋》首日票房363元

《误入青春》首日票房56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