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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永说———

你说什么样的话，

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把球鞋丢在这里，是想害我
摔死啊！”古古对阿男大吼，这是他
们同居的第三年。

绊到球鞋，真的会摔死吗？
难说。在楼梯转角绊到球鞋，然

后从十楼一路“顺利”地翻滚到一
楼，可能会死掉。所以这话也未必太
夸张。

但古古绊到阿男脱下的球鞋，
一定也有别的话可以说。

古古可以推理：“你的球鞋怎么
脱在这里？你昨天晚上一定又喝醉
了！”

古古可以怨叹：“你不是讲好不
买这双球鞋的吗？这双球鞋的钱，够
我买一个微波炉了！”

古古也可以撒娇：“怎么办！被
你的球鞋绊到了！好痛呢……”

古古会说什么样的话，决定于
她要在阿男的眼中扮演什么样的
人。她要扮的是欧巴桑（指年迈的女
人），她就会说出欧巴桑爱说的话；
她要扮未婚妻，就会说出未婚妻该
说的话；她要扮美眉，就会说出美眉
应说的话。

很多人以为：你说什么样的话，
透露出你是什么样的人。

但我觉得不只如此。我觉得：你
说什么样的话，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老是觉得你是可怜虫，别人
都在欺负你，你就会常常说出可怜
虫心态的话。但不只如此，反过来也
一样：你每句话都是可怜虫才会说
的话，说久了，你就是可怜虫。

当古古大吼说“你想害我摔死”
时，阿男一定会觉得这疯婆子有被
害妄想症。

你嘴上爱抱怨，你就成为“怨
女”。你嘴上爱耍贱，你就成为“贱
嘴”。你老是说色情笑话，你就成为
色眯眯怪叔叔……虽然，我们都知
道你骨子里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人。

你真的想变成给别人温暖的小
太阳吗？那你就从说话开始，说一些
简单的、你真的做得到的事，例如：
规定自己每周三中午一定发出一个
短信，问候一位在你通讯簿上的朋
友，而且在对方回你短信之后，一定
再回复一则给对方加油的短信。

◎康永说———

外表好不好看，

绝对不是人生的决胜点

外表好不好看，绝对不是人生
的决胜点。讨不讨人喜欢，是更重要
一点。

和你住同一间房子的室友，或
者，坐你隔壁办公桌的同事，就算长
得很美，你也不见得心情会很好，但
要是她很讨人厌，你一定心情很坏。

如果你的室友或同事，长得不美，但
很好相处，很讨人喜欢，那你的心情
就会很好。因为你的美丽而感到人
生满足的人，其实很有限。如果你很
讨人喜欢，可以造福身边很多人。
“我约好了大家礼拜六一起去

吃日本料理！”古古的朋友兴高采烈
地打电话来约。
“啊，可是我不吃日本料理！”古

古如果直接这样回答，对电话那头
的人来说，当然很为难。

古古这样讲话，是把她自己一
个人的喜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如果不是为古古庆祝生日的话，我
想，参加聚会的另外八个人，其实没
必要在乎古古大小姐吃不吃日本料
理。

古古直接给出这种回答，很像
“咻”一声把大刀拔出了刀鞘。她要
么就是逼迫对方为她改订别的餐
厅，并且一一去通知别人；要么就是
逼对方说：“这样啊？那古古你这次
就先不要来参加好了。”

少给别人找麻烦的方法，就是
把麻烦在自己手上解决掉。古古不
必勉强自己吃日本料理，她只需要
回答：“我来帮大家订另外一家新开
的泰国菜好不好？因为我不习惯吃
日本料理。”

古古如果这么说，她会讨人喜
欢得多，别人下次也才有兴趣再打
电话约她聚会。可是，要怎样才知道
讲话的顺序，应该哪句先、哪句后
呢？以这次的电话邀约来说，其实需
要把握的态度很简单，就是：别人并
不是为了伺候你而存在的。

◎康永说———

把无谓的胜利让给对方，

懂得认输的人很懂说话

古古有个同事，一流大学毕业，
辩才纵横、逻辑清晰、学富五车、口
若悬河。每次部门开会，如果上司问
到他的意见，他都能侃侃而谈，很有
想法。

可惜，大家都觉得他很讨厌。需
要协调事情的时候，别的部门的人
很少愿意配合他。同部门的人，也不
太愿意陪他一起冲锋陷阵。

他怎么啦？他也没怎么，他只是
跟别人意见不同的时候，老是把对
方讲到哑口无言而已。厉害是厉害，
但讨人厌。口头上败给他的人，心里
都期待他出洋相。

古古倒不讨厌他。古古开会的
时候，几乎都在想心事，希望变成空
气，不要引起上司注意，所以古古从
没跟这号人物斗过嘴。当古古听这
位优秀同事发言的时候，也常觉得
他讲的都挺有道理的。

其实，上司们也都欣赏这位下
属，但当他们发现此人人缘太差，事
情做不成、没法打团队战的时候，对
他的评价就大大降低了。

智者说过：“每个人，都是自己
那片小领土的国王。”国王的特色是
什么？国王就是偶尔会乐意听听别
人的意见——— 当别人的意见刚好和
国王自己的想法相同的时候。每个

人都喜欢别人同意自己，但如果个
个都是国王，都有自己的想法，你
朕、我也朕，实在不可能大家都刚好
同意彼此的想法。

当你不同意对方的时候，其实
你不必像古古这位好辩的同事这
样，硬要对方认输认错。这对事情的
进展没什么帮助。你可以迂回地提
醒，如果对方不是过于白痴，应该听
得出你的立场。反过来，当你遇到了
很强势、非逼你认输不可的人，如果
认个输并不会破坏你的原则，我就
建议你一笑置之，把那个无谓的胜
利让给对方。这会显得你度量很大，
对方也会很乐意跟你进一步合作。

舌战如果发生在情侣之间，那
“认输”的益处就更大了。情侣之间
和同事之间不同。情侣是因为相爱
才在一起，不像同事是为了薪水才
在一起。把优先级搞清楚以后，自然
懂得情侣之间维持住彼此的爱才是
最重要的。在相爱的前提之下，又何
必计较输赢呢？

你和丈夫吵架，吵赢了，吵到他
低头认输、恼羞成怒、甩门出去，大
踩油门把车飙走，这样你不是会更
担心他的安全吗？你会整晚都睡不
好，焦急地等他回来吧？这样你赢了
吗？应该是宁愿输更好吧。

◎康永说———

把对方看在眼里，

放在心里

小戈依照很多“教说话的书”指
示，和古古约会的时候，小戈很努力
地一直保持两眼望着古古的眼睛。
可能这样做真的很累，过了五分钟，
小戈就觉得自己都快变成斗鸡眼

了。
不过，更累的是被看的古古。古

古心里其实在冒冷汗，担心自己是
不是被看出什么破绽来了？是鼻头
的粉扑得不够，被看出来毛孔有点
粗大吗？假睫毛没粘好？鱼尾纹？眼
屎？

古古会这么紧张，是因为小戈
看她的方法，太像“验尸”了。

看，有很多种，“端详”、“检验”、
“审视”，跟“注意”、“注视”、“望着”，
有分寸上的不同。

约会的时候，当然最好是带着
感情望着对方，让对方感觉到两人
之间有暧昧的电流在传递，而不是
“两个饿坏了的人聚在一起填饱肚
子”。

有的人约会时，虽然精心挑选
了适合谈话的法国餐厅，精心挑选
了老少咸宜的法国红酒白酒，但进
了餐厅一坐下来就“认真”地研究菜
单，研究完菜单就“认真”地跟侍者
讨论菜品。然后呢，酒来了就“认真”
品酒，菜来了就“认真”吃菜。怎样？
你以为自己是米其林餐厅指南派出
来的美食密探？

约会就是约会，就是要含情脉
脉，吃喝点菜都是“调情”的好机会。
面对外文菜单，你可以嘲笑自己在
外文上闹过什么笑话，让对方觉得
你很亲切；也可以趁机讲一个自己
去旅行时见识到的小风俗，让对方
觉得你很见多识广。在这么做的时
候，你当然要不时望着对方，带着一
点点观察，让对方充分感觉到，她在
你眼中的存在。

讲到火锅要多辣的时候，看她
有没有皱眉？看她有要起身的样子，
虽然不用夸张到一个箭步移形换影
去帮她拉椅子，但不妨贴心地告诉
她，餐厅的化妆室在哪个方向。这
些，都需要你保持“眼角观察”，但不
必“端详审视”的。

很多人以为懂美食美酒，就是

有品位的人，我一点都不同意。懂美
食美酒的无聊家伙，我见多了。跟这
样的人聚会，你绝不会有“如沐春
风”的感觉，因为他们没有“以你为
尊”，而是“以吃喝为尊”。

一个人，如果能做到把对方“看
在眼里、放在心里”，就算这个状态，
只维持一顿饭的时间，也能让对方
觉得“被重视”，如沐春风。

◎康永说———

遇到完全不想接的话题，

不必急着去抵抗

初次约会，小戈对古古聊起了
他最爱看的篮球赛：“每次在网络上
下注，只要有湖人队，我就一定赌湖
人队赢！”

古古如果也很爱看篮球赛，那
当然就没问题。可是如果古古最不
爱看的就是篮球赛呢？那古古接下
来说什么，就会很关键地决定初次
约会的成败了。
“喔。我觉得篮球最无聊了。”古

古说。
画面浮现GAME OVER（完）。
如果古古并不是被老妈拿枪指

着太阳穴去约会的话，其实她应该
不会这么急着把约会搞砸的。

倒带，重来一次：不管对方说的
是你心目中觉得多么无聊的事，只
要你愿意让谈话继续，就请你忍住，
不要说出这样的话。
“我每次都赌湖人队会赢！”小

戈说。
对篮球完全没兴趣，也不想听

对方继续穷吹篮球经的古古，可以
说什么呢？
“那小戈你一定常常熬夜看球

赛了？”——— 接下来就可以进一步聊
他的生活作息了。

“ 那 小 戈 你 都 下 多 大 的
注？”——— 接下来就可以进一步聊他
的金钱观了。
“那看球赛的时候，你以前的女

朋友都不会抱怨吗？”——— 接下来就
可以进一步聊他的感情史了。

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替古古
想出另外十句可以接的话，不会让
谈话尴尬中断，也不会勉强古古假
装对篮球很感兴趣，被迫接着听小
戈滔滔不绝地用十五分钟讲湖人队
有多厉害。

遇上对方提起了一个你完全不
想接的话题，不必急着去抵抗，而是
轻巧地把对方热衷的话题，连接到
一个很生活的方向，就行了。

这招拿来对付爱唠叨的长辈
也不错。我很多朋友的妈妈，都非
常爱念叨她们的小孩“怎么还不结
婚”，唠叨起来可以在电话里讲半
小时。
“妈，我跟你说，我老板上个月

离婚了。他搞外遇，被逮到！”
你使出了移花接木的招数，也

许你妈会上当，就开始跟你聊她身
边离婚的人，暂时忘记要逼你快结
婚。但也可能你妈江湖经验老到，目
不眩，神不移：“那你就去跟你老板
交往看看啊，反正他刚好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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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虽然谈很多“说话之术”，

但我相信的不是术。我相信的，是先对人和

人之间的沟通认真看待，然后得到比较多的

力量、比较靠近幸福。通过说话，懂得把别人

放在心上，这就是我相信的，蔡康永的“说话

之道”。 ——— 蔡康永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蔡康永 著
沈阳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