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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背景下的商务交流必然是跨文化的沟通。体态语在跨文化沟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它时刻地泄 

露着说话者的真实心理 ，对它的解密有利于我们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采取适当的策略 占据主动，更好地控制沟通的 

节奏、内容和效果，达到预想的 目的。体态语具有跨学科性、瞬时性、隐蔽性、欺骗、多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 

跨文化商务沟通 中要掌握人类体态语的共性，了解体态语的文化差异，充分利用对方及 自身的体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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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各国之间的文化差 

异也在逐渐地减少 ，但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在努力地保持 

着 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尽力地向世人声明他不依附于 

任何的政治或经济强权，所以全球文化一体化与政治、 

经济一体化完全不同，它是表象的，永远掩藏着各民族 

文化的独特性，这也表明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商务沟通 

必然是跨文化的沟通。 

一

、 体态秘语及其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的重要性 

体态秘语此词源于扑克游戏，指玩家无意中透漏出 

来的消息。打牌时，玩家极力隐瞒自己手中的纸牌以及 

自己要采取的策略。所以要掌握两种技巧，一种是不动 

声色的能力，也就是保持高深莫测的能力 ；另一种技巧 

是解读人们行为的能力——通过观其行、察其言，看破 

其他玩家绞尽脑汁的误导 ，弄清楚他人的底牌。跨文化 

商务沟通中我们也应该具备这两种能力 ，以便更好地控 

制沟通的节奏、内容和效果。然而在与别人交往时，人 

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关注他人所说的内容而不注意最泄露 

他人真实思想的体态语。体态语的某些方面是有意识的， 

某些方面是无意识的，而人们的真实情感通常表现在这 

些细微的体态秘语之中，表现在细微的动作、姿势、面 

部表情、言语和口误之中。它们有时会泄漏某些人连 自 

己都不知道的秘密。这些体态秘语是由大脑中不 自知的 

过程控制的，不受人的意识支配，最能反映人们的真实 

思想，所以它是最真实的。 

体态语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据 

某些社会心理学家调查得出，人类发出的信息之中，有 

35％是通过语言传递，而其余的65％则是通过包括体态 

语的非言语行为传递的。这些人们下意识发出的信息实 

际上比语言信息还要可靠得多。而且任何一个人无论他 

掩饰的如何好，他的身体语言都会背叛他，泄露他内心 

的秘密。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语言提供的信息，我们的判 

断准确率只是35％，如果我们把体态语和语言信息结合 

起来，准确率就能达到 95％以上。在失败的和不尽人意 

的跨文化沟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对对方的真实意 

图的误解，如果我们能够 “听其声、观其行 、察其意”， 

就可以真正地理解对方的意图，减少冲突和矛盾，就会 

很大程度地提高跨文化商务沟通成功的比率。 

二、体态语的特点 

体态秘语的解读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具有众多自身 

的特点。 

(一 )跨学科性 

体态语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学，还有文化学、民族 

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只掌握一方面的知识不足以 

让我们能够准确地作出判断。 

(二 )瞬时性 

任何体态语的变化都是瞬时的，瞬间出现又瞬间消 

失，只有在极度敏感和细微的观察下才有可能发现。 

(三 )隐蔽性 

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让别人窥测到自己内心的真实 

心理，都不想把自己的内心赤裸裸地暴露在他人的面前， 

他会尽全力掩饰其内心的变化，让对方相信自己语言所 

表达的内容，所以他的身体表现出的变化一定是极端地 

隐蔽。 

(四 )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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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态语还有很大的欺骗性，这主要是人为的因素。 

1．欺骗对方 很多人为了不让别人洞察出自己行为 

之下的心理秘密，常常采取一些反常规的方式来迷惑、 

误导甚至欺骗对方。如很多人认为目光转移是撒谎的信 

号，人们假设那是因为撒谎者感到内疚、心虚或忧虑， 

从而很难用眼睛直视被欺骗的人，所以转看别处。但事 

实并非总是如此。有些撒谎者是目光移动 ，有些撒谎者 

反而故意增加注视别人的时间来强化自己的诚实。再如 

另一个假定撒谎的信号是快速眨眼，当人们变得兴奋后 

思维快速运转时，眨眼的频率会增加 ，人在撒谎时往往 

很兴奋，他的思维会出现快速运转，这种情况下谎言同 

眨眼的确有关系。但是有时一个人快速的眨眼不是因为 

撒谎而是因为压力 ，还有的撒谎者在说谎时眨眼的频率 

也非常正常。因此我们很难根据某人 目光或是否眨眼来 

确切地判断他是否在撒谎，诸如此类的欺骗性动作很多 

很多，这极大地增加了跨文化沟通的难度。 

2．配合对方。如果说体态秘语具有欺骗性一方面是 

由于说话人故意掩盖的话，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说话人 

为了配合谈话对方所做的努力。如一个中国人在与美国 

人沟通时为了适应对方使用美式的体态语，而对方为了 

与他相配合采取了中国人的体态语，此时双方的体态语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欺骗性，如果对方按 

照常规去理解很可能会导致交际中的误解和冲突，甚至 

沟通的中断。 

(五 )多维性 

体态语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多维性，与言语 

行为的线性相比，体态语是多维的，即很多体态语是同 

时进行的，必须结合多种体态语才最为可靠。如瞳孔变 

大可能是因为兴奋，也可能是因为恐惧，但如果是伴随 

着抱胳膊以及缩脖子等动作就可以判断为恐惧的表现。 

其多维性一方面增加了识别和判断的难度，另一方面也 

为解读体态秘语提供了可能。 

(六 )多样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他或许遵从统一 

的社会文化规律，或许因其家庭、教育或经历等影响完 

全不同于他人，试想，大干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 

行为习惯，识别其独特的体态迷语谈何容易? 

三、解密跨文化商务沟通中的体态语 

(一 )掌握体态语的相似性 

人类总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在分析某人属于支 

配性还是屈服性人格方面，人类就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 ： 

支配性格的人喜欢直腰而坐和笔直站立。据心理学家分 

析，位于高处使他们比那些位于低处的人更好地进行自 

我防卫，有更高的优越性；而屈服性格的人一般是无精 

打采或者蹲坐下来以使自己显得小巧而对别人构不成威 

胁。支配性格的人还喜欢跨骑式站姿来表示男子汉气度， 

也是发出威胁的信号 (彼得卡雷特 P26)；而屈服性的 

人常采取 “平行站姿”(两腿成平行之势 )或 “剪刀姿势” 

(一条腿笔直，另一条腿斜跨过去 )或 “弯曲旋耕刀姿 

势”(所有的重心都置于一条腿上，另一条腿成弯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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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放在前面或后面，只有脚趾触地 )(彼得卡雷特 P49)o 

坐姿也能提供相关的信号：根据摆放双足的位置可以区 

分三种基本坐姿一 直腿式(双腿完全伸直 )、“台阶式” 

(双足直放膝下 )、“蜷起式”(双足缩到膝下 )，一得到 

机会，支配性人物喜欢取 “直腿式”坐姿，通过双腿他 

们象征性地把更多的空间置于自己的权限之内因而缩小 

了别人可以获得的空间，使别人觉得自己的要求比别人 

更重要。“铁粘式”(双腿弯曲，大腿呈八字形，双足坚 

定地踏在地上)和 “4字形”的坐姿 (一条腿的脚脖子 

搁在另一条腿的大腿上 ，四肢看起来就像是个 4字 )也 

给人支配感 (彼得卡雷特 P26)o屈服性的人坐时或双 

膝并拢或双腿交叉 ，这是一个符号性的自我保护动作， 

同时也扩大了 “自我碰触”的总量，扩大身体与自身碰 

触的面积，因为人在感觉受到威胁时，正如他们处于劣 

势时做的那样 ，常常觉得 自己需要通过增大自我碰触的 

范围进行自我激励 (彼得卡雷特 P49—50)。人类的共同 

体态语还有很多，如撒谎时眼神漂移不定、手不自然的 

移动、摸鼻子、说话太快或太慢、迂回陈述等；在焦虑 

时冒汗、呼吸加速、肌肉拉紧、不停地变换姿势、操控 

手边如眼睛腿儿等东西 ，还会眨眼、抱头、捂住脸等； 

满意时肌肉放松、四肢活动幅度加大、眼神发亮等等。 

通过人类这些共同的体态语，根据对方的坐姿、站姿等 

判断出其性格特征，通过其体态语判断其情绪的变化， 

有利于因人而异地调整沟通的技巧和策略，在商务沟通 

如谈判活动中占取主动地位。 

(二 )掌握体态语的差异性 

虽然人类有很多动作是相同的，但不同文化赋予同 
一 体态不同的含义。如对眼神的理解，同美国人和加拿 

大人交流时，他们通常会一直注视着你以表明对你所谈 

内容感兴趣和对你的尊重，可事实上并非他们真的全部 

感兴趣；而若与 日本或中国等东亚人交谈尤其是与下级 

交流时，对方的眼神一般是不会看着你，此时不是他对 

你不尊重或对你的讲话不感兴趣 ，相反他正是在向你表 

明他的敬意，表示他正在认真地听着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场景下，一方面要解读对方眼神传 

递的信息，另一方面也需要用自己的眼神给对方以回应： 

你可以对美国人、加拿大人同样眼神对视再配以手势等 

以显示你所说内容的重要，也可以故意移开你的眼神来 

显示你的地位；对中国、日本等东亚人如若想表现出你 

的地位和内容的重要性可以对他注视，如若想拉近双方 

的关系、缓和紧张气氛你可以适当地转移你的视线，使 

对方没有那种压迫和紧张感。因此不能单纯地从对方的 

眼神是否注视自己来判断对方的兴趣，应了解不同文化 

下眼神的不同意义。再如头部动作，大多数文化里，点 

头意味着同意，摇头意味着反对。然而保加利亚人恰恰 

相反，他们表示同意时摇头。在印度的南部摇头也不是 

否定。在西方文化里，埋头可以表示被打败或不确定， 

在亚洲文化里则也许代表接受某人的等级地位，但同时 

也表示听者在听话时精力集中。如 日本经理在谈判过程 

中常常埋头闭目，美国人认为这是缺乏兴趣和不尊敬人 



的表现。我们必须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来区别理解点头、 

摇头等动作的含义，以免出现错误甚至完全相反的判断 

发生。再如手臂动作，美国和阿拉伯客户在强调其要点 

时可能用拳头来敲打桌子，这些手臂动作可能表示高兴， 

也可能表示愤怒，同他们接触很快就能判断出他们的情 

绪，可以适当地调整自己身体语言来配合双方的交流； 

相比之下，日本人的私人空间有限，明显的手臂动作要 

少些。与他们沟通时则很难从其手臂动作来判断其情绪， 

此时应控制自己的动作以免泄漏出自己的情绪。还有其 

他体态，包括坐、站、走的姿势，不同文化中它们都会 

发出不同的信号。西方文化中，站得笔挺是有信心的表 

现。一个信心十足的人会昂首挺胸地站得笔直，与上级 

说话时虽然双臂下垂，但身体还是站得很直；在东方文 

化中，站得笔直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尤其是在上级面前 

更要垂首、低头、颔胸。美国人的坐姿比较随意，而日 

本等东亚人相对要比较拘谨。握手时，不同文化下的握 

手力度和方式也不相同。德国人和美国人喜欢紧紧地握 

手，法国人常常很轻，法国人对德国人的用力握手感到 

不舒服 ，德国人也对法国人软绵绵的握手感到惊讶。中 

东人或来自拉丁文化的人在和对方握手时会把空着的手 

放在对方的前臂上以缩短两者的距离；日本人则习惯于 

鞠躬 ，也会和外国商人握手，但他们会用力将手臂伸出 

去以保持彼此间的距离并鞠躬，把东西方的问候礼仪合 

起来用。只有掌握这些差异性才能在跨文化沟通中根据 

具体对象的变化进行不同的理解，采取不同的措施。 

(三 )利用对方及自身的体态语 

体态语的跨学科性、瞬时性、隐蔽性、欺骗性、多 

维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判断和利用的 

难度。但我们相信，无论表演者表演得多好，总会有某 

一 个细微的动作出卖他。一般说来，人的下半身尤其是 

双腿和双脚常常是被低估了的判断谎言的信息，它们比 

上半身可以提供更多的信号，因为撒谎者似乎习惯于把 

努力集中在了手 、胳膊和脸部的隐秘处，因为他们知道 

他人会观察这些部分。反而双腿和双脚常常被忽略，而 

恰恰是这些部位的一个细微的动作调整出卖了他们。虽 

然这个动作非常的短暂而又隐蔽，但它毕竟会出现，所 

以体态语并非不可解读，重要的是要仔细的观察和分析。 

利用对方的体态语并结合其语言表达可以判断出对方真 

实的意图，可以抓住对方的特点和缺点，并根据情况适 

当地控制、调整自己的体态语来配合自己的语言表达来 

表明自身的态度和立场，掩盖自身的缺点和秘密，进而 

在跨文化商务沟通中占据主动有利的位置，争取到最大 

的利益。 

解密跨文化沟通中的体态秘语是困难的，也是有趣 

和实用的。其困难只会激起人们研究的兴趣，每人都希 

望能够揭开对方的神秘面纱并把自己掩藏起来，在跨文 

化商务沟通中能够真正地掌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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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的载体，承载和传递 

着人们的思想感情。从以上所举日语的特征可以看出日 

本人的国民性格。语言本身的学习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 

脱离文化背景和国民性格教授的语言，隔断了语言与文 

化及民族性的联系，限制了对语言更深层次的理解。正 

确认识和客观分析 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对于深入了解 日本 

民族和日本社会，增进中日民族间的沟通和了解有着现 

实意义。 

本文从 日语的特征对 日本人的国民性格进行 了论 

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以“和” 

为贵的处世哲学以及委婉含蓄的国民性 ，对于日本社会 

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强烈的集团意识使日本拥有 

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 

作用。而日本人所表现出的排外性，从某种程度上说， 

阻碍了日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日本人在对外交往 

中所表现的恐惧、害羞就是这一国民性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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