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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非语言 交际是 与语 言交际 

同等重要的交际方式，它在跨文化商 

务沟通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介绍 了非语言 交际方式的含义及 

类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与对比了中 

西方非语 言交际方式 的差异及其对跨 

文化 交际所造 成的影响 ．以期 引起人 

们 对跨文化 商务沟通 中非语 言交 际因 

素的充分重视 ，从 而避免交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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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具备不同 

文化背景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合作日益 

频繁 跨国企业由于其国际扩张与合并，企 

业内部员工背景也趋于国际化。在这种大 

环境之下，企业之间与企业内部的文化融 

合与文化；中突也成为商务研究中的重要内 

容之～。然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解决的根 

本是通过有效而正确的跨文化交际。交际 

分为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语言交际早 

已为人们所熟悉，但非语言交际作为沟通 

中的必要一环却常常由于其内隐性而被人 

们所忽略。然而，非语言交际在商务沟通 

中有着实际语言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是人 

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重要手段，同时还可 

以加强和补充语言表达，使沟通更为流畅。 

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人们的交际行为 

中，语言交际所传达的信息仅占35％，而 

65％ 的信息是通过非语言交际来传递的。 

不论这一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如何，但非 

语言交际的重要程度却是毋需置疑的。 

非语言交际的界定 

从广义上来说，一切不使用语言进行 

的交际活动都可以统称为非语言交际，它 

包括表情语言、手势语言、体态语言、空间 

语言、形象语言和首语等。据统计，一个人 

的面部就能表达25万多个表情，用手可以 

做出1 000种不同的姿势。可见表情语言与 

手势语言的强大交际能力。体态语言是通 

过人的姿势来传递某种信息的非语言符号。 

空间语言是指讲话人之间的距离、人们之 

间的身体接触等。形象语言是指人们的服 

装打扮可能会传递出的信息，它既与先天 

素质有关，也受文化修养影响。首语是人 

们通过点头、摇头等方式发出的信息符号。 

以上所涉及的各种非语言交际方式是跨文 

化商务沟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沟通双方 

的仪态和举止所提供的信息往往大大超过 

他们谈吐所提供的信息量。 

不 同文化背景 下非语 言交际 

方式的差异 

(一 )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是人类互相传递信息中最重 

要且变化最多的一种交际方式。大多数面 

部表情由于人们的生理特性的制约而呈现 

相同的意义。但是，面部表情也是会受到文 

化背景的制约的。西方人认为缺乏目光交 

流就是缺乏诚意或者是逃避 ，而中国人却 

会为了表示礼貌、尊敬或服从而避免直接 

的目光交流。如果在中英商务交往中，中国 

人的礼貌就容易被误解为没有诚意 ，而西 

方人频繁的目光接触却会被中国人扣上没 

有礼貌的罪名。这种商务谈判终会由于不 

必要的误会而失败。一般来说，西方人的外 

露型性格给他们带来了丰富而夸张的面部 

表情，而东方人的内敛型性格则常常提醒 

他们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隐藏真实情感。 

因此，这是东方人在与西方人进行商务沟 

通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二 )手势语 

手是表达情感和愿望最有效的肢体部 

位。打手势时，动作稍有不同，就会与原来 

的意图有所区别，对某种手势理解错了，也 

会引起意外的反应。就商务沟通中最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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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握手而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它的 

方式与含义也不尽相同。如美国男人之间 

的握手一般十分有力，而中国人握手往往 

是轻握一下，因为紧紧握手可能表示一种 

挑衅。在法国，在客人进来与离别之时都应 

与主人握手，但在德国只是在进门之时与 

主人握手即可。由此看来，握手的文化是如 

此丰富，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应该引起人 

们足够的重视，以免文化；中撞与误会。 

(三 )体 态语 言 

姿态动作的幅度和速度以及姿势和坐 

立习惯也能反映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心态。 

例如在动作幅度方面，南欧、中东、拉丁美 

洲地区人们讲话时动作幅度较大；而北欧、 

英美、中国、日本等国家就属于动作较小、 

幅度较小的一类。这些体态语的不同可能 

是源于东西方人士由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 

西方人崇尚自由、平等，认为个体具有至高 

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因此人与人之间 

是平等而非等级的关系。但是，东方人士受 

到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影响，形成了重群体 

轻个体 ，等级分明的社会观念。在商务交往 

中，不仅要看到不同的体态语表现 ，同时也 

应关注造成这些不同的深层原因进而指导 

正确、适度的商务交往。 

(四 )空 间语 言 

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于空间的使用具有 

不同的看法，这包括个人的领域、体距、位 

置的意义等。有学者研究显示西方人奉行 

的是一种独立的、外向的、有冒险意识的 

精神，长期形成一种 “离散型”行为模式； 

而中国人群体观念强，往往把自己看成是 

群体的一部分，奉行一种 “聚合型”行为 

模式。在不同的行为模式的指导之下，人 

们对空间的要求也有所区别。例如，西方 

人在交谈时不喜欢离得太近，会保持一定 

的距离，而中国人这种概念就比较淡薄。如 

果在商务交谈中，中国人以主动靠近而表 

示亲切 ，而英国人却为这种靠近而感到不 

适进而本能的后退，但中国人可能会把这 

种后退解读为有意疏离。 

(五 )形象语言与首语 

自古以来服饰都是人类形象的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服饰作为文化标 

志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现代社会中，衣着 

也象征着身份和地位。在西方国家，政府工 

作人员、律师和大公司员工衣着一般比较 

正式；在中国，这种工作对服装的要求相对 

较少，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衣着比较随意。 

但如果是在跨国商务会谈中，中西方的服 

装应该协同，为表示尊重而着装正式。在形 



象语言之外 ，首语也值得关注。虽然在大部 

分文化中点头都表示同意或打招呼；摇头 

表示“不”或不赞同，但这种情况也有例外。 

在北美，上下点头表示 “我同意”，但在日 

本，上下点头只是表示我正在听呢。 

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对第二语言形 

式 (如英语 )的理解只是成功商务沟通的 

第一步 ，而紧接而来的则是对不同文化中 

非语言形式的了解以及运用恰当的方式进 

行非语言交际的能力。 

体态语对跨文化商务沟通的 

影 响 

在商务沟通过程中，交际双方丰富的 

非语言行为可以促进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 

加大沟通信息量。优秀的商务沟通者除了 

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外，他们一般都很重 

视非语言交际在实际沟通中的作用。对这 

些细节的注意往往成为他们沟通中无往而 

不胜的法宝。 

正确、恰当的体态语沟通能够促进跨文 

化交际双方的情感交流，成为一种感性的 

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心理学研究表明，在 

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的表情、眼神、身姿、 

手势无不影响着他们各自的心境和态度，进 

而对双方的情绪产生极大的暗示性和感染 

力。积极的非语言符号会使对方产生一种 

轻松愉快的情感，为有效沟通创造理想的 

环境。一次适度的握手，一个恰当的微笑 

都会促进沟通的和谐。和谐的沟通氛围更加 

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同时，恰当地把握非语 

言符号，必然会赢得交际双方的信任和喜 

爱，使他们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思维潜力，进 

而形成活跃的沟通氛围，这对整个沟通的成 

功无疑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体态语可以传达更为丰富的信息，加 

大交际信息密度。正确接受这些信息可以 

使商务沟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心理 

学角度来说，多种形式的信息同时作用于 

人脑，可以刺激人脑两个半球同时活动，使 

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得到和谐的统一。这 

样产生的沟通和交流往往效率更高而且信 

息更多。而且 ，非语言符号与有声符号相 

比，更加直观，能生动、准确的表现人的 

内心活动。有时还能够避开委婉甚至虚假 

的语言信息而看到事物的本质。由于非语 

言符号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体本能。所以。 

在人们言行不一致的时候 ，非语言信号较 

之于语言符号更容易反映人们的真实想法。 

同时，非语言交际，如眼神、身体姿态等 

可以表现微妙模糊的思想变化，有利于传 

递深层复杂的整体及内涵意义。从上述这 

些方面来看，非语言交际完全可以加大交 

际的信息量，使我们的商务沟通更加顺畅。 

综上，人类的交际与文化存在密不可 

分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跨文 

化交际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 方面，各国的不同文化逐渐融合，但在另 
一 方面。非语言交际现象毕竟是体现各国 

不同文化和习俗的窗口，几千年的文化沉 

淀并不是一朝～夕能改变的。因此，对于不 

同国家的非语言交际方式的差异应该采取 

包容和学习的态度，通过了解和理解这些 

差异调整交际方式以便达到更好的交流效 

果，促使跨文化商务交流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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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的一种组合风险，只需计算包含两种资 

产的次级组合的风险。而在正式的组合贷 

款计算中，为了更科学准确的反映问题及 

解决历史数据不足的问题，CreditMetrics 

更多的使用蒙特卡罗模拟法 ，这样可以得 

到更加准确的组合贷款实际分布 ，不同贷 

款之间的相关系数等。 

基于 CreditMetrics模型 的 

单笔贷款信用风险计算实例 

～ 笔 5年期的固定贷款利率，利率为 

6％，贷款总额为1OO万元，目前信用等级 

为 BBB级。则该笔贷款的市值为： 
，J=6+—丽6 + 丽6 +— 61 0 + 南  +R+ O+ + ) + + ) (1+ + ，) 
假设债务人在第一年末，信用等级由 

BBB升至A级，则对于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 

来说，这笔贷款在第一年结束时的市值是： 

，J= 6+ 
6 + 而6 + 6 + 106
1 0372 0432) 0493) 053 2)-I(J8 66万元 

．  (1 f1 (1 ／L， 

迁移到其他信用等级的情形，可依此 

类推。即可计算出该笔贷款的均值以及标 

准差，如表 2所示。由此就可以计算该笔 

贷款的VAR。假设市值服从正态分布，则 

根据正态分布的性质 ，1％置信水平下的受 

险价值VAR为2．33 X o=6 97万元；假设 

市值为实际分布，则可使用线性插值的方 

法来计算 1％置信水平下的VAR：如1．47％ 

(=1．17％+0 12％+0．18％ )概率的市值为 

98 10万元，03％概率的市值为8364万元， 

则利用线性插值，可以计算1％概率下的市 

值为92 29万元，因而 1％置信水平下的实 

际VAR为 107．90—92 29=14．80万元。 

CreditMetrics模型对我国的 

借 鉴意 义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评估银行信贷风险 

的量化模型，CreditMetrics的出现标志着 

风险管理在精确性及主动性方面取得了巨 

大进步。该模型使用范围广泛、可用于传 

统的商业贷款、固定收益证券、贸易融资 

和应收账款等商业合同，也包括期货合同 

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的金融机构 

必须迎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所带来的 

竞争和压力，因而，国内的金融机构要着 

力研究、使用～定的信用风险度量方法。根 

据CreditMetrics模型建立的基础和框架， 

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基础工作： 
一

是进一步繁荣和完善信用评级业务， 

提高评级质量。CreditMetrics模型中的信 

用等级迁移矩阵是必不可少的输入因子 ， 

而这一矩阵的产生，要借助于完善、科学 

的评级机构和评级系统，这也是国内目前 

比较欠缺的方面。二是加强信用数据的搜 

集和整理工作，尽快建立大容量、全面的 

信用数据库。VAR值的计算，是在大量的 

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完成的，紧紧依靠某一 

金融机构、或者某一信用评级机构是不可 

能独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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