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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台网互动优势 全民参与传递正能量———

《我想和你唱》勇夺“八连冠”

单科成绩优秀者名单公布
193人可增加1次投档机会

一个人的“教学点”
———记澧县火连坡镇柏樟小学教师戴国林

6月21日， 戴国林老师和学生
们在课余时间玩游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6月25日22时， 湖南卫视大型
全民音乐互动综艺节目《我想和你
唱》第8期准时播出。据6月26日有
关方面统计， 它再夺全国网同时段
收视率第一。 在竞争激烈的多屏时
代，《我想和你唱》 自今年5月7日起
在湖南卫视共播出8期，其收视率持
续攀高，且一直稳居“第一位”，勇夺
“八连冠”。

和大咖同台，够胆你就来

作为一档全民互动的音乐综艺
节目，《我想和你唱》在“互动”环节
频亮新招。

“给你个机会，和大咖同台，够胆
你就来！”《我想和你唱》 向大众发出
令人热血沸腾的邀请，想参加的人需
要通过手机应用APP“唱吧”、芒果直
播等网络平台上传与明星互动演唱
的视频来完成报名。之后，合唱视频
将在网上接受广大网友点赞。获网友
点赞票数最高的前6名有机会去到节
目现场与明星见面，点赞数最高的前
3名可与明星合唱，表现最好的1位素
人将与明星合作一首歌。

这种“星素结合”的互动模式，首
次让观众与粉丝成为参与者， 增加了
节目的真实感和互动感。 手机应用
APP“唱吧”与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
深度融合后， 它们也不再只是一个简
单的APP和一档笑料不断的综艺节
目， 而是成为“互联网科技＋综艺内
容”阵营的新成员。

这种创新的互动模式， 不仅受到
大众追捧，也得到业界高度评价。有评
价称,《我想和你唱》中“星素结合”的
模式，在歌唱节目中颇具创新性，加之
与新媒体方面的高度融合， 正带领电
视综艺走向另一片新天地。

《我想和你唱》总导演王琴一语中
的：“科技在改变我们的娱乐方式。”

娱乐兼引导，传递正能量

《我想和你唱》中，明星与素人，偶
像与粉丝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追
随与被追随， 而是如同能量场一样相
互影响与感动。

黄小琥的一位超级粉丝， 在街头
“卖唱”16年， 并未因此而贬低自己、
否定自己。他认为，曾在酒吧驻唱多年
的黄小琥不灰心、不气馁，他心中始终
有一个信念， 盼着有一天能够与偶像

同台合唱。16年努力后，这位超级粉丝
终于梦想成真。

张韶涵的粉丝中， 有两位来自澳
大利亚的年轻女生。她们坦言，生活和
学习中一直以偶像为目标，努力学习，
积极生活。

主持人汪涵在患眼疾的情况下坚
持录制节目，其拼搏精神鼓励着粉丝。
粉丝留言说：“连汪涵都这么拼， 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懈怠与颓靡？”

粉丝被偶像影响， 偶像被粉丝感
动。韩红的粉丝录制《那片海》时，为了
与歌词相呼应，跑到大连、青岛、秦皇
岛及泉州，到海边录制，令韩红感动不
已；古巨基的粉丝，为偶像精心准备平
民趣味版的《好想好想》；张韶涵的粉
丝组中，一位73岁的“阿姨粉”大跳高
难度舞蹈，还现场表演劈叉，其积极的
生活状态令张韶涵备受鼓舞……

《我想和你唱》好笑、好看，还有满
满的感动和正能量。网友评价：这档节
目接地气、最互动、传递正能量，真牛！

播出一分钟，幕后熬夜功

“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
着眼眶熬着夜。”这句歌词，用来形容
《我想和你唱》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再

合适不过。
总导演王琴说， 最困难的就是要

争抢时间。这档节目几乎没有筹备期，
从项目启动到第一期的录制完成，只
用了29天。每一天都是在跟时间赛跑，
每期节目只有一周的后期制作时间。

“海搜组”的工作人员李敏告诉记
者，负责面试初选“素人”报名者，成千
上万的海量资料让他们都成了超级
CPU， 后期包装剪辑团队负责人卞合
江更是笑言“这段时间就像一个个陀
螺，不停旋转”。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
没有备播的情况下，湖南卫视这支最强
的后期团队仅用4天时间就赶出来一期
节目的后期剪辑和包装，观众已经不能
用“加鸡腿”来表达对他们的喜爱。

《我想和你唱》 导演团队更不轻
松。每场节目录制时，总导演王琴都会
在现场观察着每一个细节； 现场导演
贺丽丽和王霞则要时刻紧绷神经，指
挥现场与流程； 现场训导导演董鑫磊
每期都是现场第一个最嗨的人， 他几
乎是手舞足蹈、 舌灿莲花地带动现场
观众气氛， 让这个全民嗨唱的舞台分
分钟钟燃到爆。

《我想和你唱》的每一个工作人员
连续8周超高强度运转，只为给观众呈
现出更加完美的节目效果。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左
丹） 今天，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
了文化科目单科成绩位于全省前万
分之一的本科三批录取控制分数线
以上的考生名单， 共有193名考生
可增加一次投档机会。

按我省政策规定， 对高考文化

科目单科成绩位于全省前万分之一的
三本线以上的考生， 增加一次投档机
会。 即对上本科一批或本科二批录取
控制分数线的单科成绩优秀考生，在
本科一批平行志愿投档前， 按志愿提
前投档一次； 上本科三批录取控制分
数线的单科成绩优秀考生， 在本科二

批平行志愿投档前， 按志愿提前投档
一次。今天，该名单已在湖南省教育考
试院工作网、 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公
布，请有关考生留意。省教育考试院提
醒说，该院为单科成绩优秀考生专门
设置了志愿， 提前按专设志愿投档。
符合条件的考生如要利用这一政策，
一定要在专设志愿栏填报志愿，并弄
清相关政策规定和要求， 特别要了解
所报的院校是否认可， 以把握好这一
机会。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娄歆月 姚学文 通讯员 黄 军
山）湖南省中南艺术学校向全省
招100名贫困生，3年学费全免并
推荐工作。这是记者从该校与湖
南万婴教育集团举行的签约仪
式上获得的信息。

据悉， 招生对象主要是少
数民族地区、贫困山区、贫困家
庭等地区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专业为舞蹈专业（幼儿艺术方
向）。为此，万婴教育集团向湖
南省中南艺术学校捐赠360万
元，还与学生签订就业协议，毕
业后可优先选择去万婴教育集
团工作。有意向的学生，可从即
日起报名。

中南艺校
招100名贫困生
3年学费全免并推荐工作

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微档案】
戴国林 ，1966年1月出生 ，常

德市澧县火连坡镇柏樟小学教
师。曾被评为“感动澧州人物”“市
扎根农村优秀教师”，并先后获得
“第七届运达杯乡村教师奖”“中
国名师联盟希望工程园丁奖”。

【故事】
领着微薄的工资， 一个人坚

守山村小学19年。戴国林笑称自
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6月21日， 汽车从澧县火连坡
镇闸口集市出发，爬过一段又一段
弯弯曲曲的山路， 半个多小时后，
才见到几栋零星的房子和柏樟小
学。柏樟小学其实是一个教学点。

这条山路， 戴国林走了19
年，骑坏了3辆摩托车。

“学校条件艰苦，但我
要给孩子们乐观精神”

柏樟小学简陋。 一栋上世纪
90年代由乡亲们搭建的低矮平
房， 显得破旧； 操场上长满了杂
草， 课桌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
戴国林的寝室更是寒碜， 除了床
和书桌外，没有任何电器。

戴国林是柏樟小学唯一的教
师。2005年，办起了幼儿园，但请
来的保育员受不了这里的苦，很
快就走了。 戴国林只好将妻子从
镇上请到这里来， 帮他一起管理
这所学校。

1997年，戴国林刚到柏樟小
学时，工资才100多元，学校建设
欠账高达1.5万元。他东借西凑去
还账……其中的艰辛，自不待言。

与条件的艰苦、 办学的不易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戴国林脸上
始终挂着笑容， 孩子们也是快乐
开心的神情。

戴国林一个人教3个年级、
18个学生， 在一间教室上课。课
堂上， 他总是笑意盈盈地鼓励每
个孩子大胆发言；课间，他开心地
与孩子们做游戏。

他说：“学校条件艰苦， 但我
要给孩子们乐观精神， 给他们一
个快乐的童年。”

“山村百姓不容易，教
学点就是孩子的家”

柏樟村是常德市扶贫村之一，
七沟八岭，孩子们的家不是在山岭
上，就是在山腰、山脚。如果没有柏
樟小学，孩子们就要走更远的山路，
到中心小学去上课。遇到大雪天、暴
雨天，就无法出山。

即便在柏樟小学读书，孩子们
也要吃很多苦。碰上刮风下雨，孩子
们翻山越岭赶到学校时，几乎都是
一身泥水，小小的书包溅满泥渍。戴
国林给这个孩子烤衣服，又给那个
孩子烘鞋子。他说：“山村百姓不容
易，教学点就是孩子的家。我只有教
好、管好孩子，才对得住百姓啊。”

三年级学生杨辉， 因父母离异，
从小就由双目失明的奶奶带着，来到
学校后总是沉默寡言。戴国林主动和
她聊天，陪她做游戏，给她讲故事，杨
辉变得开朗多了。

每逢开学时， 他都会向家长承
诺：凡适龄儿童，不管有没有交学费
都可以来上学。这些年来，他默默地
给贫困家庭孩子垫付了不少学费。
19年来，柏樟小学无一名辍学儿童。

戴国林清苦地生活，最让他骄
傲的是学生们的成长。19年来，他
送走了130多名学生， 其中30多名
学生后来考取了大专院校。 今年6
月初，一名在深圳上班的学生，回馈
母校5000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

“最开始是不忍心离开，后面是
乡亲们的认可，孩子们的成长，让我
坚守了下来。”戴国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