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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在有效沟通中的重要性及其运用 

王建军 

( 川省妇女干部学校，成都 600072) 

摘 要：沟通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传达思想观念、沟通感情的过程，也是人们消除误解和分歧，达成 

识的过程。只有达成共识，并能被正确理解和执行的沟通才是有效的。要做到有效的沟通，倾听 

他人意见、需求或看法就 得很有必要。仍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喜欢说，却不耐心听，造成了许 

多沟通障碍。好的倾听者，用耳听内容，更用心 “听”情感，倾听在有效沟通中意义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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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and Utilization of Attentive Listening 

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WANG Jian-jun 

(School for W omen of Sichuan Province，Chengdu 600072，China) 

Abstract：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the process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emotions，but also the way for people 

to get to the common ground by eliminat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differences．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an be done 

only when people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operate correctly．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for people to listen to other’S suggestions 

and advice when they want to ha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But in reality,many people prefer talking to listening，and that 

could cause many impediments．The good listener should be the one who not only listens to the contents of the conversation，but 

also feels the emotions and feelings of the speakers．Listening attentively means a lot 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s． 

Key words：communication；effective communication；attentive listening；meaning 

语言是人与人交流的最直接的方式。说话是 

表达自我、宣泄内心的一个途径，而倾听是接受 

对方的过程。可惜的足，大多数人都喜欢说，但 

很少有人会听。“喜欢说，却不耐心地听”是人性 

的通病。许多人经常一味地讲，却很少静下心来 

理解对方心中真正的需求或看法。好的倾听者， 

用耳听内容，更用心 “听”情感，正确的倾听态 

度是达到最佳倾听效果的前提。学会倾听是加强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促进形成 良好的人际关系的 

有效途径。所以，倾听是一个视觉、听觉并用的 

过程，是思想、情感、信息兼收并蓄的过程。它 

极为重要，有多方面的作用，是沟通的一个有效 

武器。 

1 倾听在沟通中的重要意义 

1．1 倾听不仅仅是听 

倾听与听是两个互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概 

念。昕是人体听觉器官对声音的接受和捕捉，是 

人对声音的牛理反应，是人的本能，带有被动的 

特征。而倾听却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听，它必须以 

听为基础。第一，它是人主动参与的听。人必须 

对声音有所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过程中， 

人必须思考、接收、理解，并做出必要的反馈。 

第二，它必须是有视觉器官参与的听。没有视觉 

的参与，闭上眼睛的听，只有耳朵的听不能称为 

倾听。在倾听的过程中，必须理解别人在语言之 

外的手势、面部表情，特别是眼神和感情的表达 

方式。 

这样，我们可以把倾听理解为：在对方讲话 

的过程中，听者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同时作用，接 

受和理解对方思想、信息及情感的过程L1 J。 

1．2 倾听在有效沟通中的意义 

倾听是沟通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最会说 

话的人，懂得在别人说话时给予最大的认同，而 

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倾听。最佳说话的人也就是最 

佳倾听的人。当我们能设身处地地去聆听别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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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时，自然可以提供给对方心理上的极大满足与 

温馨。善于倾听是建立 自己良好形象的最简单的 

方法【2J。处在信息急速发展的时代，倾听更是不 

可或缺的法宝。松下幸之助把自己的全部经营秘 

诀归结为一句话： “首先绌心倾听他人的意见。” 

艾科卡说得更为动情： “作为一名管理者，使我 

最满足的莫过于看到某个企业内被公认为一般或 

平庸的人，因为管理者倾听了他遇到的问题而使 

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说得很直接： “假如 

你要发动人们为你工作，你就一定要好好听别人 

讲话。” 

在人际沟通中，倾听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2．1 获得信息，采纳意见 

“沟通之道，贵在于先学会少说话”。多听少 

说，做一位好听众。通过倾听，我们可了解对方 

要传达的消息，澄清不明之处，获取有用的信息。 

我们一个嘴巴，两个耳朵，就足要我们多听少说。 

人们在交谈中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有时它们常 

常是说话人 ‘时的灵感，甚至于他自己都没有意 

识到，但对听者来说却有启发。这些信息不认真 

倾听是抓不住的，所以听比说吏重要。当你掌握 

了尽可能多的信息之后，就可以更准确地采纳不 

同的意见，为下一步决策提供依据。有人说，一 

个随时都在认真倾听别人讲话的人，可在闲谈之 

中成为一个信息的富翁，这可以说是对古语 “听 

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种新解L3 。 

1．2．2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人际交往中，倾听是了解别人，达到心灵 

共鸣的重要方式。在人际沟通中，除了倾诉，我 

们还应该学会倾听。当他人高兴的时候，我们要 

倾听快乐的理由，分享快乐的心情；当他人悲伤 

的时候，我们要倾听其痛苦和失意的缘由，理解 

他人内心的苦处；当他人处于工作矛盾、家庭矛 

盾和邻里矛盾时，我们要倾听矛盾的症结，帮助 

分析，为其分忧解难⋯⋯通过倾听对方的讲话， 

推断对方的性格、工作经验、工作态度，籍此在 

以后的工作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接触[剞。 

解决问题有 3层含义。第一，积极倾听可以 

减少失误，多听不同意见，可使管理者做出正确 

决策。第二，人们仔细地互听对方的讲话是解决 

异议和问题的最好办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 

相互同意对方的观点，他们只需表明他们理解对 

方的观点。第三，仔细倾听也能为对方解决问题， 

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不需要回答的问题，他 

需要的只是一个认真的倾听者，就能帮他完成艰 

难的选择，解决其难题。 

1．2-3 建立信任，改善关系 

心理研究显示：人们喜欢善听者甚于善说者。 

实际上，人们都非常喜欢发表 自己的意见。所以， 

如果你愿意给他们 个机会，让他们尽情地说出 

自己想说的话，他们会立即觉得你和蔼可亲、值 

得信赖。许多人不能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不是 

因为他们表达得不够，而是由于他们不注意听别 

人讲话。别人讲话的时候，他们可能四处环顾、 

心不在焉，或是急欲表达 自己的见解，这样的人 

小受欢迎 。 

做一个耐心的听众，是说话的一项重要条件。 

因为能静坐聆听别人意见的人，必定是一个富于 

思想和具有谦虚柔和性格的人，这种人在人群中 

最初可能不大引人沣意，但事后可能是最受人们 

尊重的。因为虚心，所以能为众人所喜悦；因为 

善于思考，所以能为众人所尊重L)J。 

1．2．4 防 二̈主观误差，调动积极性 

时对别人的看法往往来 自于我们的主观判 

断，通过某一件事情，就断定这个人怎么样，或 

者这个人的说法是什么 思，这实际上带有很多 

的主观色彩。注意倾听别人说话，可以获得更多 

信息，使判断更为准确。所谓 “兼听则明，偏听 

则暗”，就是这样的道理。 

善于倾听的人能及时发现他人的长处，并创 

造条件让其长处得以发挥作用。倾听本身也是一 

种鼓励方式，能提高对方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加 

深彼此的感情，激发对方的工作热情和负责精神。 

更重要的是，倾听不仪满足了他人的自尊心和一 

吐为快的愿 ，还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 人际沟通中常见的倾听障碍 

卡耐基说：“一对敏感而善解人意的耳朵，比 
一 双会说话的眼睛更讨人喜欢。”倾听与倾诉，虽 

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要在]二作和生活中找到一个 

认真的倾听者比我们想象的难得多。这是因为， 

我们在沟通时常常会犯一些错误，从而造成了倾 

听的障碍，影响了沟通的正常进行。这些常见的 

倾听障碍有如下 5种。 

2．1 观点不同，产生抵触 

每一个人由于文化知识和学历的不同，生长 

的环境以及性别、爱好等等的差异，心里都有自 

己的观点，很难接受别人的观点，尤其是不同的 

观点。如果意见相左，还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 

反感、不信任，并产生不正确的假设。在这种排 

斥异议的情况下，无法静下心来认真地进行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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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喜欢听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讲话，偏心于 

和 自己观点相同的人。这种拒绝倾听不同意见的 

人，不仅拒绝了许多通过交流获得信息的机会， 

而且在倾听的过程中就不可能集中在讲逆耳之言 

的人身上，也不可能和任何人都交谈得愉快[ 。 

2．2 偏见，形成心理定势和成见 

人类的全部活动，都是由积累的经验和以前 

作用于我们大脑的环境所决定的，我们从经历中 

早已建立了牢固的条件联系和基本的联想。在每 

个人的思想中都有意或无意地含有一定程度的偏 

见。由于人都有根深蒂固的心理定势和成见，很 

难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接收说话者的信息，这也 

会大大影响倾听的效果。 

偏见是倾听的重要障碍。假设你对某个人产 

生了某种不好的看法，他和你说话时，你也不可 

能注意倾听。又假设你和某个人之间由于某种原 

因产生了隔阂，如果他有什么异议，你就可能认 

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冲着你来的，无论他做出什 

么解释，你都认为是借口。 

2-3 打断别人的谈话，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人们都有喜欢 自己发言的倾向。发言被视为 

主动的行为，可以帮助你树立强有力的形象，而 

倾听则是被动的。在这种思维习惯下，人们容易 

在他人还未说完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打断对方， 

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心里早已不耐烦了， 

往往不可能把对方的意思听懂、听全，而把 自己 

的观点强加于人。所以在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别让你的舌头抢先于你的思考。 

2．4 环境的干扰，从主客观上影响倾听 

环境对倾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环境之所 

以影响倾听，是因为环境能产生两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干扰信息的传递过程，使信息信号产生消 

减或歪曲；第二，影响倾听者的心境，也即是环 

境不仅从客观上，也从主观上影响倾听。 

2．5 消极的身体语言，影响信息的完整倾听 

很多人习惯在听人说话时东张西望，双手交叉 

抱在胸前，跷起二郎腿，甚至用手不停地敲打桌面， 

还有很多人在倾听别人说话时，常常是 “耳虽到， 

却听而不闻；眼虽到，却视而不见；心虽到，却荡 

漾于九霄云外：脑虽到，却神不守舍”。用心不专、 

三心二意、心不在焉就是典型写照。倾听的信息完 

全未或部分未进入倾听者的头脑中，这些消极的身 

体语言都会大大妨碍沟通的质量。 ． 

3 有效倾听的几点建议 

有效沟通是指在恰当的时候及适宜的场所用 

得体的方式表达思想和感情，并能被别人正确理 

解和执行。所以，沟通不仅仅是传达思想情感， 

沟通感情，沟通的最终目的是达成共识。所以， 

只有有效的沟通才是有意义的【7】。要做到有效的 

沟通，倾听就显得十分重要。下面有几点建议。 

3．1 设身处地，排除消极情绪 

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可以更好地理解对 

方的想法，赢得对方的好感，从而找到对双方都 

有利的解决方法。先不要下定论。在谈话者准备 

讲话之前，自己尽量不要就已经针对所要谈论的 

事情本身下定论，否则，会带着“有色眼镜”，不 

能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容易出现 

偏差 。 

3．2 积极回应，巧用身体语言 

倾听时，请多使用目光接触，展现赞许性的 

点头和恰当的面部表情。如果在倾听过程中你没 

有听清楚，没有理解，或是想得到更多的信息， 

想澄清一些问题，想要对方重复或者使用其他的 

表述方法以便于你的理解，或者想告诉对方你已 

经理解了他所讲的问题，希望他继续其他问题的 

时候，应当在适当的情况下，通知对方。这样做， 
一

方面会使对方感到你的确在听他的谈话，另一 

方面有利于你有效地进行倾听。积极地回应应当 

采用“同情”和“关切”两种形式。 

3．3 准确理解，听出弦外之音 

邱吉尔说“站起来发言需要勇气，而坐下来倾 

听，需要的也是勇气”。沟通最难的部分不在于如何 

把自己的意见、观念说出来，而在如何听出别人的 

心声。理解对方要表达的意思是倾听的主要目的， 

同时也是使沟通能够进行下去的条件[3】1 148。 

第一，听清全部的信息，不要听到一半就心 

不在焉，更不要匆匆忙忙下结论。 

第二，注意整理出 一些关键点和细节，并时 

时加以回顾。 

第三，听出对方的感情色彩。要注意听取讲 

话的内容、听取语调和重音、注意语速的变化， 

三者结合才能完整地领会谈话者的真义。 

第四，注意谈话者的一些潜台词。 

第五，克服习惯性思维。人们常常习惯性地 

用潜在的假设对听到的话进行评价，倾听要取得 

突破性的效果，必须要打破这些习惯性思维的束 

缚。 

3．4 “五心”并用，会说会听会思考 
一

要专心，别人在讲话和发言时，一定要听 

清讲话者或发言人说的每一句话，脑子里不想其 

他事；二要耐心，不随便插嘴，要听完别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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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表 白己的意见；三要细心，当别人的发言有 

错时，做到不重复他人的意见，自己的意见要建 

立在他人发言的基础上或者提出新颖的想法；四 

要虚心，当别人提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时，要能 

虚心接受，边听边修正自己的观点：五要用心， 

在听取他人意见时不能盲从，要有选择地接受， 

做到 “说”、“听”、“思”并重，相互促进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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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 L̂．ÎL．工IL．1止 ．‘．L．I止．．‘ ．‘lL．j‘L．‘‘ ．‘-L．‘ ．；‘ — ．‘I‘ ‘．L．j吨．舢 ．‘●L— ．．‘．L．；‘ ．‘IL． L．‘IL．耻 ．‘‘ ．；IL— ．．‘lL．牝  ‘_L．扯 ．IIL．‘IL ．‘_L-‘屯 ．‘‘L．‘‘ ．；．L—．L．‘IL 

“鱼类细胞因子在免疫系统中的调节机制"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2010年 l2月 31日，受天津市科委委托，北方技术交易市场组织专家对我院邢克智教授主持的天 

津市基础重点项目“鱼类细胞因子在免疫系统中的调节机制”进行了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课题组超 

额完成了任务合同书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该项 目利用前期研究中获得的鱼类细胞因子基因及其分子重组产物，研究了鱼类细胞因子的生物学 

活性及对鱼类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的网络性调节作用，获得了TGF B、趋化性因子 CXC及其突变体 

等多个重组蛋白，首次证明了 TGF 具有双向调节功能，可以通过激活趋化性因子实现对炎性细胞的 

趋化作用。构建了紫红笛鲷、中华绒螯蟹、九孔鲍 cDNA文库，分别获得了 5 000条 EST序列，并获 

得了组织蛋白酶、MHC Ii链、抗内毒素因子等 17种免疫相关基因，体外表达重组蛋白 l3种。 

该项目结果提示了多种鱼类细胞因子不仅具有调节非特异性免疫的能力，而且还具有调节特异性免 

疫反应的能力，他们通过调节组织蛋白酶的活性、MHC的组装与成熟等调节鱼类的抗原呈递。该项 目 

获得发明专利 2项，发表 SCI收录论文 l9篇，培养研究生 1O人。 

(科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