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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张张漫漫子子

5 2 次抢麦，2 9 次深鞠躬，1 8 次失声痛
哭……人们不禁疑惑，是一档什么节目让人如此
激动？

历时 210 小时录制，92 名基层工作人员与
41 名当事人参与，在 21 期节目当中，178 次对
峙，12 次愤然离席，47 次拥抱，最终将 21 次分
歧化为 21 次和解……什么样的节目能够让困
扰城市多年、不愿碰不敢碰的民生难题一一得到
化解？

随着节目播出，天坛核心游览区内 20 户居民
全部迁位，为天坛恢复全貌争取了时间；东直门南
小街工程正式启动，拆除违建十几处；西城区继华
康里之后，又陆续启动了京报馆、五道庙等多处文
物的腾退安置；曾经的当事人竟自发成为义务调
解员……政府与市民在此握手“言和”，人们说，北
京卫视正在播出的一档城市市民与公共政策对话
的节目《向前一步》做到了。

把问题亮出来，让 20 余年未解

的心结面对镜头打开

拆迁、拆违、腾退，是现代城市建设进程中的
头等难题，也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严峻考验。

现实中，有的钉子户以死相逼拒绝搬迁，有的
一家三口蜗居 10 平方米的棚户区拒不签约，还有
的老城区居民不满补偿价格在原地僵持数年……

《向前一步》节目组将镜头对准了这一社会公众关
注的焦点问题。

位于北京西城区达智桥胡同的杨椒山祠，是
明代忠烈杨椒山的故居，也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
位。这个在历史上还曾是“公车上书”千名举子出
发的地方，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大杂院。

为保护文物，让杨椒山祠尽早恢复原貌、面
向众人开放，西城区 2016 年启动了此项腾退安
置工作。院内曾居住的 67 户居民中，陆续有 58
户腾退，还余下 9 户未签约，安老先生便是其中

之一。
让安老先生想不通的是，连廊共 8 间房，其

余 7 间房都已取得承租房本，为何他的面积 13
平方米的连廊房无法补办房本，也无法获得腾退
补偿？

从不到一岁便住进院儿里的安老先生难舍儿
时旧房，情绪一度失控，节目的现场录制几次中
断。“我要维权！”“有的给补偿，有的不给补偿……
是不是政府需要给我个合理解释？”收到腾退通知
三年来，依旧居住在杂院儿的安老先生都没能走
出“13 平方米”这道坎。

与安老先生一样在杨椒山祠居住超过半个世
纪的另一户未腾退居民“愤愤不平”地闯入节目录
制现场，拿起麦克风进行“声援”———“讲法我讲不
过你们，但我们老百姓就认一个‘理’儿！”

围在录制现场的人群越来越多。但面对政府
给出的安置方案——— 价值 711 万元的安置房和
62 万余元的现金补偿，安老先生依旧拒绝，并几
度哽咽。

“我们还是给当事人充分表达的机会。”在 20
多期节目录制的过程中，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
心副主任邵晶发现，不少民生难题的症结在于，当
事各方之间缺少有效沟通的机会。

于是，把问题亮出来，请当事人、基层干部、调
解员、媒体观察员、心理咨询师、律师甚至邻居一
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通过主持人层层设问、专家
解释引导、基层干部耐心解答，从诉求、法律、政
策、情理角度进行综合的分析，打消当事人顾虑，
使各方的困难和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理解和关
怀，成为《向前一步》节目的一个特色。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不可能瞬间就完成，一定
要经过一定的量变才能达到质变。这个思想转化，
不是我说你听的‘思想动员’，也不是我讲你听单向
的‘命令通知’，而是你说我说大家一起说，说出你
心中苦闷，说出心中的心结。当彼此观点都被了解
并给予充分尊重，很多问题就有可能在说与被说、
听与被听的过程当中融化。”邵晶说。

多一次有效沟通，就少一次诉

讼，少一次法院的强制执行

为了给出一个解释，为了百姓心心念念的
“理”字，节目组将政府工作人员、居民安老先生等
相关群体与节目沟通团聚在一起，“打开天窗说亮
话”，现场为安老先生解疑，列出解决办法。

从《物权法》《合同法》到《文物保护法》，从不
同安置方案的得与失，到近年来政府对文物腾退
保护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历史遗留问题的变化与
进展，由 7 人组成的沟通团从不同角度摆出“账
本”、给出细节、给出事实、给出出处。

《向前一步》里各利益方细数的每一件事，虽然
看起来不是天大的事，却无一不是百姓的心头大
事。这些事的背后，每一件都是政府正在办的实事，
都是与城市建设、城市治理息息相关的民心工程。

为了帮当事人疏解疑惑，节目形态除设置外
景调查环节外，室内访谈部分首次把演播室设置
在篮球场，将篮球场中线设置为“分歧线”，以被沟
通者能否向前一步跨过分歧线为最终悬念，赋予
节目“少数人向前一小步，社会公共意识向前跨越
一大步”的寓意。

“大家站在线的两侧，在平等的沟通与精彩的
意见交锋中，最大程度释放公共政策的理性与善
意，为更多人进行公共政策解读，建立公共意识。”
节目组策划人员表示，这档节目的最终目的，是希
望政府与市民都能“向前一步”，跨越脚下的“分歧
线”达成共识。

虽然是只有 10 厘米宽的一条线，却需要迈出
一公里，甚至更长的路。经过数百小时的调研，节
目组意识到，每一个具体的民生问题往往牵扯着
复杂的个人感情和历史原因。事情的解决方案有
没有法律依据？社会层面占不占理？感情层面有什
么障碍需要跨越？这三方面都要照顾到。

邵晶说，面对政府比较刚性的政策，市民有时

不免产生抵触情绪。电视节目作为第三方介入，
则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有时可能就是一个特
别小的私人误解，导致了长期‘对立’，误解解除
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里不仅是明末忠臣、重臣杨椒山的故
居，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梁启超
带着‘公车上书’的一千多名举子从这儿走
出……我们在尽早恢复文物原貌，使之呈现在
世人面前的心愿是没有分歧的。”西城区文委主
任孙劲松的一席话让安老先生陷入沉思。

当北京市西城区城市复兴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田申申几度安抚安老先生的情绪，并以一位
女儿的口吻泪目劝慰老先生“为您身体考虑，您
不能再激动”的时候，安老先生潸然泪下。

“您对院儿里情况熟悉，对文物的历史也都
了解，顺利腾退后，我们希望为您保留一间工作
室，使您成为我们的特约研究员，以后为大家讲
述杨椒山祠的故事。”当孙劲松拿出一纸聘书交
到安老手中，老先生终于欣然接受。

讲法讲理讲情，才能共情共鸣共振。在中
国，许多民生问题的解决，靠的是邻里的守望相
助，靠的是普通百姓舍小家为大家，靠的是政府
公职人员的付出，也许法理情兼顾才是深入观
众内心、打动观众情感的关键。

结束录制后的第三周，节目组收到消息：安
老先生已签署腾退协议，并将自己的腾退安置房
分了一部分给妹妹。这个消息让正在录制新一期
节目的邵晶和同事们感到欣慰。“多一次有效沟
通，就少一次诉讼，少一次法院的强制执行”。

市民与政府的“向前一步”，就

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在
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久未解决的重大课题。

老城区腾退、违建拆除、停车难、文物腾退、

物业费收费难、加装电梯收费、棚户区改造……
多年来首都建设和治理转型阶段的一只只“拦
路虎”，一块块难啃的“硬骨头”，恰恰是《向前一
步》节目组关注的焦点所在。

能否让普通电视观众引起共鸣，涉及的问
题是否是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痛点，成为节目组
选择选题的唯一标准。城市建设本身在推进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节目组的选择有很多，
但真正符合标准又可操作的选题并不多。

像拆迁中的未搬迁人员，小区自治中需要
居民投票解决的物业问题、老楼加装电梯问题
等，往往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意见，要达到具备基
本共识、可以去演播室录制的程度，至少需要准
备两个月。

还有许多 20 多年都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
需要在一期节目当中解决，这对节目组是很大
的工作量和极大的考验。“很多时候，观众看到
的是握手言欢的圆满结局，殊不知其背后是节
目组长达数月的调研、准备，以及演播室内外长
达十余个小时的连续录制。”节目组工作人员透
露。

自今夏首期开播以来，在 21 期节目当中，
《向前一步》节目调解了因少数居民不肯签约，
导致 1800 多户居民无法回迁的棚户区的改造；
调解了因居民 20 年不交物业费导致无人管理
的弃管小区的物业管理纠纷；解开了因拒绝拆
除违章建筑的居民代表的心结……

“过去我们见到的很多情感调解类节目不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而是借助家长里短和
鸡毛蒜皮的‘老娘舅’式家庭纠纷赚取收视率，”
中国社科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
员冷淞认为，《向前一步》避开了洒狗血式的节
目形态，以综艺形式来实现民生问题的和解、矛
盾的化解和群众的理解，在政府与市民之间真
正架起一个沟通桥梁，真正促进了社会公平、正
义的实现，并且推动了北京新政的实施效率，在
家国情怀和个体利益之间达成了一个化解和握
手。

节目播出后，市民超出预期的理解与参与，
已成为推进首都城市治理的根本动力。比如《天
坛的心愿》一期在 6 月 29 日播出两个月之内，
天坛核心游览区的 20 户居民全部迁出，这为天
坛恢复全貌争取了时间；《北京记忆》一期节目
播出后，华康里 117 户居民已实现完全腾退，西
城区立马启动了京报馆等三批 20 处的文物腾
退；不少老居民看了《向前一步》以后，看到了政
府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坚决和坚定，不再犹豫，签
约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节目播出后的第五天，东
直门南小街工程正式启动，拆除违建十几处；还
有的当事人在节目播出一周后，主动邀请工作
人员上门测量，他现在已经成为节目组的义务
调解员……

孙劲松介绍，文物腾退项目的实施单位把
已播出节目的链接做成二维码印在宣传材料
上，这已成为最有说服力的政策宣讲，“那段时
间我个人平均每天接待两到三拨群众的来信和
来访，表示支持文物腾退，还有不少居民主动邀
请我们对其住所进行文物认定，形成了加速文
物腾退保护的良好舆论和社会氛围。”

办好一件件群众家门口的事，传递的就是
一座城市的温暖。“这档节目反映了我们这座城
市的发展历史变迁，揭示了城市成长和进步当
中所面临的一只只‘拦路虎’，还有老百姓心心念
念的‘坎’。向前一步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统一
思想的过程，向前一步的结果，其实就是不断凝
聚力量的过程。”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杜飞进说。

在 11 月底北京市有关部门为此专门召开
的电视节目专题研讨会上，曾经的当事人、如今
的沟通团成员张海力也来到了现场。“我想说，

《向前一步》节目组为群众，为百姓，依法行使民
主权利、充分表达诉求，为调解百姓利益解纷，
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平台，在我们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与我们心连心。”

2 1 次“问政”何以促成 2 1 次和解
电视节目《向前一步》搭建北京城市治理难题化解桥梁，政府与市民在此握手“言和”

▲ 10 月 13 日，在《向前一步》“主人与管家”一期的录制现场，图为节目组与政府人员、沟通团一起调解业主、物业纠纷。经过 10 个
小时的沟通，业主与物业达成共治共识。 摄影：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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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解答，从诉求、法律、政

策、情理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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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看到高晓松的一篇采访，标题是《49
岁高晓松：此刻，我最想睡一个晴朗的觉》，对于这
个说法，高晓松的解释是，“若你此刻想问我，在想
什么？最想在什么地方，我会答：最想在 16 岁时北
京四中的宿舍里，初恋还没开始，睡一个晴朗的
觉。”

人近 50 ，高晓松这次仿佛真的放松下来了，
“他说，他只是来玩一会儿的，反正玩一会儿天就
黑了，就该回家了。”记者如此描述他的状态。真
好，说来，我们这帮 70 后，都是奔着 50 的年龄去
了，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在天黑之前回家，是多
么轻松的心态。

我觉得高晓松送给了自己一个礼物，这个礼
物的名字叫“轻”。不是减肥去油腻之后身体的
“轻”，而是灵魂与生活真正实现吻合之后，舍弃内
忧外患回归纯真的心灵之“轻”。有谁不愿意在 16
岁的早晨醒来，无忧无虑地一跃而起，跳进生活的
大河畅游？

高晓松的朋友老狼，前段时间在微博上很活
跃，这个被年轻人遗忘了的歌手，和一帮朋友在一
间简陋的饭馆里吃饭，兴之所至，朋友们弹奏起了
乐器，老狼手持手机拍摄并演唱了一首他的老歌

《美人》……那种动心，年轻人会动吗？曾经年轻的
70 后会懂。

老狼和他的朋友们，在餐馆里玩音乐，像一群
孩子一样，没有媒体偷拍，没有粉丝尖叫，视频发
到微博上，甚至也没有多少转载……流量时代的
一切浮躁与虚假，都与他无关，老狼也把那份名字
叫“轻”的礼物送给了自己。

说到礼物，今年我得到一位朋友的评价，“没
想到你还挺会给人选择礼物的”。送礼物有什么难
的？不要在礼物上动太多脑筋，也许送出的任意东
西都算是最理想的礼物。

除了送给女人与孩子的礼物，给朋友中的老
男人也送了几次礼物 ，一份是一个宝丽来相
机——— 没错，就是女孩子们喜欢的那种一次成像
相机，只不过颜色选了黑色而不是粉色，朋友很喜
欢，和他的女儿拍了很多卖萌的照片。

一份是“大礼”，一个来自日本的沉重的工艺

铁壶，日常可以烧水喝的那种，据说烧出的水可以
比普通电水壶高出两摄氏度，适合煮或泡普洱茶，
我把这个很“养生”的信息告诉朋友时，他眼睛一
亮，说这个好，可以把家里的电热水壶扔了。

一份是一束生日鲜花。男人之间不能送鲜花
吗，完全可以，看到收花的老大哥开心地拉着人拍
照，我知道把车临时停到路边花五分钟包出来的
花束，是适合给老男人们的礼物，它表达的是一种
深厚的友情。

网友们在今年，喜欢把 2018 倒过来说，常见
的说法是，“都 8102 年，你还如何如何”之类。
8102 ，给人一种时间无多的错觉，我也是在今年，
才真正学会了对别人好，也对自己好。对别人的
好，不再说了，对自己的好，很简单，就是每天工作
两到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看书，看电影，散步，
接孩子，盯路边的一草一木发呆，拿手机拍公园小
路上慢慢爬行的毛毛虫……我比高晓松更早几年

实现了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

当然，2018 年我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
重新开始写诗。这是一门扔下了 20 多年的手
艺，中间想拾没有拾起来，可能就是因为无聊且
时间充足了的缘故，诗悄悄回到了心里，通过键
盘流淌到了屏幕上。

刚开始写时，有些腼腆，不好意思拿出来给
人看，后来不小心知道，身边几位常年宅在家里
的中年男人，不约而同地都在写诗。有一位不写
诗的，但评论起各位的诗头头是道，开口就是
“你的诗一直使用第三视角……”于是，几个人
就以居住地不远的一条河流命名，成立了一个
名字叫“潮白河诗社”的组织，每晚睡前往群里
丢一首诗，早晨醒来有灵感写好之后再丢一首，
有时候还写同题诗。

写诗改变了我，或者说纠正了我。诗会让一
个人变得开朗、开放、流动起来，变得愿意接触

人，接触社会，变得包容，更爱微笑……
前几天，在香港机场旁边酒店附近的荒地

散步时，看到有段一米多高的栅栏，忍不住助跑
几下一跃而过，同行的朋友看呆了，说了句“你
居然还能够身轻如燕”……是的，我一直没觉得
自己老过、中年过、沉沦过，或许沉重过，但现在
我不要那沉重，我要轻。

像一个诗人那样活着？我知道这么说有点不
可思议，但其实没那么难，一切都只是选择问题，
选择在焦虑中像机器那样重复而单调地活着，还
是选择低欲望的简单生活，这需要经过复杂的考
虑与计算，但想通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2018 给我个人的印象，要比往年更快。快不
是问题，也不再让我恐慌，反正快慢当中那些被
虚度的时光，更多是浪费在自己手上。我和身边
的朋友们，今年最大的收获是回到文学那里，写
自己愿意写的文字，并把这当作光，来照亮自己。

我也确信，这个世界会有更多人，也正在穿
过生活的暗潮，突然有一天站在自己选择的道
路上来，这条路也许荒草丛生，但想让人停下
来、躺下来，去体会由阳光、花草、尘土等构成的
世间的味道。

年年度度

2018 年的礼物
韩韩浩浩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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