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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培训第四期： 影响力策略和谈判进阶技巧 

Umphress 教授：今天的时间内容安排，我们将讨论综合策略。如果您听了上次的讲座，
您会记得我们讨论了综合谈判就是多议题谈判或涉及多个议题的谈判。我先复习这些策
略，因为在进行任何谈判之前，这些策略绝对关键。在进行谈判之前，您需要了解这些策
略并且如何适当地使用它们。 

然后，我们会讨论生成计分表。我们有不同的利益，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弄清楚如何
在谈判中表达或考虑我们的利益所在。研究表明，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制定一个计分
表。我们将讨论如何在您的谈判中生成这个计分表并使用它。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如何实施影响力的技巧，事实证明，有很多关于如何影响力的研究。
我将讨论您可以在谈判中使用的六种不同策略；您可以选择是否使用这些策略。这些在您
的谈判中往往很有影响力。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我们已经讲了几次讲座。我们从引入谈判概念开始，到单元谈判，上一次我们讨论了多议
题谈判，今天我们讲一下实施影响力，下一次将是多人谈判。我们将进行小组谈判讨论，
当您与其他三个人，四个人，或五个人进行谈判时，事情比和一个人谈判会复杂。 

好，这些是我们希望在谈判中使用的这些综合策略。第一个是建立信任。那是当您尊重他
人，这会带来积极的效果。您会记得上次我们谈论了胡萝卜还是棍子。胡萝卜将最终取
胜，胡萝卜将更有动力。在谈判中，我们希望用正面的行为或让步来奖励积极行为。 

我们也希望您表现出值得信赖的行为，这会使对方予以回报。您还可以强调身份认同。这
是当您与其他人有相似或相同的背景或经验。我和 Alyssa 都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我们有
共同点。我会强调这一点，这样会让 Alyssa 觉得我更加值得信赖，因为我们强调了这一
点。Jay 和我的孩子都在西雅图公立学校上学。通过强调这一点，我们俩彼此间会有更多
的信任。基于身份认同的信任是我们稍后要学习的一种非常好的影响力策略。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告知对方您的利益所在或什么是您想要的。我们在上次的案例中讨论
过，有时人们会专注于您想要某些东西的理由。具体来说，我们的案例中，一方要果皮，
另一方要橙汁，但他们会专注于对方想要某些东西的理由。这个理由虽然非常重要，可以
是拯救婴儿或是拯救西海岸。但是，他们需要的毕竟不是果皮就是橙汁。因此，我们需要
专注于谈判中您想要的内容，而不是背后的理由。能让对方知道背后的理由这种做法很
好，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告知什么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我们需要向另一方询问他们的利益所在。我们可以这样问：“如果您能想象出一笔
完美的交易，那会是什么样？”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两者中，果皮或果汁，您更关心哪
个？”我们想问有关另一方的兴趣所在，以便弄清他们是谁，并满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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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要进行权衡。我想说的是，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很重要，但我们要做的是做出战
略性的让步。具体来说，我要做的是放弃一个对我来说不太重要的。我要给予对方我不太
关注的东西，以换取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我要把两个愿望结合在一起：一个我很在乎的，
另一个是我不太在乎的，但这会是对方在乎的。为了获得更重要的东西，我将再次放弃不
那么重要的东西。我知道这听起来不是什么高深的科学难题。您可以在谈判中执行此策
略。在开始执行此策略之前，需要了解的重要一点是，您必须知道哪些是您想让步的东
西，对于对方来说，其重要性顺序是什么。这是他们的第一，第二，第三吗？什么次序？
然后权衡他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我们学习了如何制定或有合同。这就是那些“如果-就“ 的条款声明。如果世界上发
生了某些事情，那么世界上会发生其他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姐姐和我继承了一些物
业财产。我认为这些物业做得不错，继续下去会获利更多。我姐姐不同意，所以我们做了
个”如果-就“的声明。我们可以对此争论很长时间，但相反，我们将押注于这个”如果-就
“的条款。我现在给她物业全部价值，给她物业的一半，或我将其全部保留，并获取其所
有收益。这是基于差异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不同而制定的或有合同的一个例子。 

好的，接下来的这个是我们上次没有机会讨论的一个策略。我对这个策略感到兴奋的原因
在于它真的很有效。如果有机会，我建议您在谈判中使用它。这称为协议后协议，但实际
上是达成协议之后的协议。假设您达成了协议。您花时间在谈判桌上，在谈判之前工作非
常努力，确定了 BATNA，保留点和目标，进行了权衡和战略妥协，分享了信任，和对方
提出了该提的问题。您完成了在谈判中应该做的所有事情，并且得到了一个协商过的谈判
结果。 

现在，您有了这份合同。签了名，盖了章并交付执行。律师们仔细检查了一下，您已经完
成了合同。现在，一个月后，一年后或某一个时侯因为情况的变化，您决定重新看一下合
同。 COVID 就是重新签订某些合同一个时机，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可能是因为您根据
事情的变化要重新考虑合同条款，也可能是您有了一个新的主意，您有了一个新的产品，
您希望对方回到谈判桌上，看看您是否可以达成一个更好的协议。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
的：“让我们看看如何可以让这块馅饼更甜一些，让我们看看如何可以使这笔交易对双方
都好一些。”如果您决定进行这项投资，那么协议将是双方变得更好，或者一方保持不
变，而另一方变得更好。这根本不会伤害您，而是会帮到您，或者让您以再次参与谈判的
方式而有一个不变的结果。 

这样做也可以帮到对方。如果对方不共享他们的利益信息，或者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是
什么，而您就可以帮助他们发现他们的利益所在，那么这样做可以使对方在第二轮谈判中
更愿意分享他们的利益。他们已经有了可以依靠的合同。他们已经签署了合同，并且可以
依靠该协议完成，因此，他们对您更加有信任，也愿意与您共享有关他们的真实感受和真
实期望的信息。信息共享的增加增进协作，从而带来更好的结果。有效机率可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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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我希望这个策略是您手中的一张牌，我希望您使用它。坐下来谈判，尽最大可能达
成最佳谈判的结果，但如果有机会，请考虑协议后协议。 

现今一些产业仍不适合协议后协议，而有些产业一直在做协议后协议。不同产业、时机和
环境都很重要。而且我发现疫情一出现很多协议后协议就达成了。疫情一来，环境发生改
变，出现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导致人们要重新回看之前的协议。这就是所谓的协议后协
议。现在大家了解到了所以的整合型谈判策略。 

现在我要讲讲一个如何设置节点日程，之后我们回来进入问题环节。像我之前提到的那
样，谈判中知道自己的利益点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它涉及到谈判前的准备工作。在你做计
划时，我希望你能坐下来写下所有谈判成果涉及到的问题。比如，我们设想一下工作面试
的谈判成果会涉及到的所有问题。可以是工时、自由时间、工作内容、类型、同事上级等
等。写下这个成果中会包含的所有问题。 

接下来在日程上要设置的工作节点就是你要按对自己的重要程度将这些问题进行排列。工
作中有些事对你不那么重要而有的则非常重要。这就是你或你们团队，如果是一整个团队
进行协商的话，找出自己的问题清单的时候。明确什么最重要什么是次要。然后我们要去
掉完全不重要的问题或者不需要协商的问题。对方反而有可能会提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
对你而言不重要的问题对他们未必不重要，但是你不需要把它们写在节点日程中因为对你
而言它们不值一提。 

接下来你要根据自己的利益设置这些节点不同的百分比。第一步要写下所有问题，第二步
按重要性排列。现在我们要根据重要性比较第一、二、三、四点的不同百分比，一共是百
分百。人们第一次制定这个策略时往往不会加到百分百，这样之后有调整空间。明确每个
问题的重要性然后设置总共百分百的比率。 

接下来根据百分比设置分数。我建议总分为一千、一万或者一百分，然后每个问题，比如
地理位置三百分，工作类型两百分，工资一百五十分。 

好了，这有一些节点日程的样本。这是节点日程，或者一个密集版本的节点日程，这是我
在决定要不要来华大任教时写的。当时我是德州 A&M 大学的教授。我来自德州，很多家
人也在那里，所以当时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这所大学很好，不过他在卡城这个小城
市，我不太想继续住在一个小城市。 

我想明确在谈判前明确自己的利益点。城市对我来说价值三百分。我想去大城市，这很重
要，大城市对我来说有很多好处，例如，餐厅、运动球队、艺术等。德州 A&M 大学则有
二百五十分，但是那是因为我当时住在奥斯丁，所以其实这个分是给奥斯丁的，这个接下
来会说。 

然后就是同事们。我真的想要有很棒的同事。这对于教授来说很重要，因为如果拿到终身
职位的话，到死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可能接下来一辈子都要和他们打交道，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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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样吗？所以有好的同事真的很重要，所以同事是我第二大问题。我在德州 A&M 有很
棒的同事，加两百分。 

接下来，交通。我当时从奥斯丁去卡城要一个半小时，来回总共三个小时，时间很漫长。
交通是我第三大问题，我受够了上下班的交通时间。总分一百七，德州 A&M 大学一分都
没有。 

然后就是科研支持，这个也很重要。德州 A&M 大学的科研支持很好。 

离家人很远。这一点我当时想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仔细思考。我
当时不想离家人太远所以我给了它一百分，我当时想西雅图到达拉斯坐飞机五个小时，奥
斯丁到达拉斯开车四个小时，其实差不多对不对？我当时没想到的是有孩子之后孩子坐飞
机很危险。我的意思是，孩子坐飞机，尤其是年纪很小的孩子坐飞机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我的孩子现在就很小。我当时没有想到，所以现在我再制作节点日程的时候在这一点上就
会有一个不同的考虑。 

然后是工资，工资是最后一项。 

好了，整体看下来我的总分是一千分。我在德州 A&M 大学的保留点是七百六，所以现在
其他我想去的大学都要超过这个分数才行。也就是说我应聘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我当时也
只应聘了华大因为这是当时唯一一个工资上得分接近我的目标的学校。所以我投了简历并
且幸运的拿到了职位，我就来了。好了这就是我举的一个节点日程的例子，很详细但是说
起来很快，你们能明白怎么写了。 

好了现在请提问。 

Alyssa：好，我们正好有个问题。我们没明白一千分是哪里来的，您能再详细说说吗？ 

Umphress 教授：那就是节点日程上所有问题加起来的分数。这是我基于利益点随机设置
的分数。 

Alyssa：好，因为数字是百分比，是不是一般来说要在后面加个零，比如一千？ 

Umphress 教授：一般来说是这样。我见过很多不同的节点日程。有点有 50 个问题，所以
你可以加入很多小问题或者其他东西。根据协商的复杂程度，这个节点日程可能不会像我
刚刚展示的那么干净整洁。节点日程最重要的是帮助你根据自己主观上的重要性把问题数
字化。如果你看我刚刚的一些问题，城市不是个数字问题，但是是我最重要的问题。同事
也不是，但是是我第二看重的。交通可以用英里计算，所以可能可以数字化，但是那是我
第三重要的问题。这个能帮你给出数字价值，人类喜欢通过数字思考，所以这就把这些问
题对你的价值数字化具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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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我希望你们注意的是，节点日程上的许多东西对于学校来说是不能协商的。我不
能对华大说“我希望你们的球队更好一点”，这我是绝对不会说的因为西雅图球队特别棒，
我不想他们有任何改变，不过这是不能协商的。同事这一点，我也不能让他们开除我不喜
欢的人，这也是不能协商的。交通其实取决于我自己以及我住在哪里。科研支持，对，这
个可以协商。离家远，他们也不能让我家人搬家，这也不能协商。所以其实只有工资和科
研经费是可以协商的。 

Alyssa：好的。Kevin 想问你对总分有什么推荐吗？ 

Umphress 教授：我觉得对大脑来说一个整数比较好记。我总是想着，“我要拿到一千分”
这样可以帮你自己记忆这些问题节点。如果你第一次做节点日程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求助
家人或者朋友，告诉他们怎么做然后他们可以帮你。如果你还需要帮助可以发到群里，
elcinfo@uw.edu，我可以也很乐意帮你。 

第一次写节点日程很难，但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不做的话你可能谈判时就会专注在其实
你不在乎的问题上。在协商中，我再次强调，你要重点关注那些数字化的问题，如果那些
东西其实你并不在乎，那么协商中你就关注错了重点。 

Alyssa：Kevin 还想问，当你询问对方的利益时其实你是想知道他们的节点日程是吗？ 

Umphress 教授：是的。当你说：“你的利益是什么”的时候，你其实想问的是——“你的节
点日程是什么？”但是对方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在和别人协商
时就有过，我坐下来帮他们找出自己的节点日程的情况。我会说：“好了，这两个问题中
你更在乎哪个？”然后我会帮他们写节点日程，这对你和对方都有利因为你们可以进行战
略上的妥协互换。 

Alyssa：很好。当你和对方说话，他们在说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如果对方说的某个东西你
之前忘了，然后你发现这对你也很重要时怎么办？你觉得应该暂停谈判吗？ 

Umphress 教授：是的，如果可以暂停的话就停下来重新看看自己的日程，然后找出这个
点属于哪个部分，可以加多少分。这时你可以加大自己的饼，在节点日程上多加一点分。
顺便提一下，这个问题很常见。在协商前要尽可能找出所有问题，但是往往要做出一些调
整。 

Alyssa：我觉得在节点日程已经如何分配 分数上还有一些地方不明白。 

Umphress 教授：好的，我重新再说说这个还有我给每个问题分配的分数。就说城市吧。
对我来说一个城市如果有好音乐、运动球队、餐厅、艺术气息就可以拿三百分，如果四项
分数都很高就有三百分。运动球队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如果它其他三项不错但是运动球
队不行对我来说就是 250 分。再说工资。如果说我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机构拿到十万年薪

mailto:elcinfo@uw.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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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标的话，我最大可能就是拿到这个工资。对我来说我这样在大学工作的教授，十万年
薪是八十分。如果给我九万九那就是 79 分，以此类推。这样听懂了吗？ 

Alyssa：是的，希望大家明白了。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来办公室问我们，我们可以回答大家
的问题，现在我们先接着上课。 

Umphress 教授：现在我要讲讲夏尔迪尼影响策略（Cialdini influence tactics）。之所以称
之为夏尔迪尼是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他研究如何影响他人并且得出了六个影
响他人的因素。我讲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些东西就在你身边。这很正常。市场营销人员
很了解这些，专业的谈判人员也知道，现在你们也会学习到。想不想运用这些是你自己的
选择。这取决于你，但是我希望你知道这些策略，因为很有可能别人把这些策略用在了你
身上。 

好了，第一个，稀缺。人总是想要别人没有的，或者稀缺的东西。这有一些人们想要的品
牌，因为他们很难买到而且很贵。但是也可以是别的，比如几年前法国很缺黄油，据传黄
油会供不应求。你觉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所有人都去囤黄油放在冰箱里。当一个东西很
稀缺时，或者我们觉得一个东西要变得很稀缺时，我们就想去得到它。我不确定疫情初期
的卫生纸危机是不是就是这个原理，但是我觉得那种情况一直有发生。可能，我不是很确
定。 

那么，这个对你有什么帮助呢？如果你拥有稀缺信息，如果一些新的事情刚好发生，你便
可以打电话给顾客和客户说“你知道吗，任何人都还不知道这个，这是新的事物。”突然之
间，对方会立刻打电话或者回邮件给你，他们会希望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人们希望知道别
人所不知道的信息的倾向。 

你同样可以强调你有什么地方与众不同。为什么你是一个特别的候选人？为什么他们希望
录取你，你有什么独一无二的特征？你也可以强调你的产品有什么独一无二的特征，强调
它为什么具有排他性，为什么特殊而且稀缺。试着适当地运用这个技巧。对你来说，你可
以强调为什么你的专业性、教育经历和经验的组合是独一无二的。 

好了，这个是我们谈论了很多的策略，互惠原则。如你所知，我们会互惠。如果我积极对
待你，你也会如此对我；如果我尊重你，你也会尊重我。我们希望偿还这些恩惠。如果别
人帮助我一次，那么我也会帮助他们一次。这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如何运转的，因此互惠原
则是谈判必须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当你提出一个要约，对方很大机率也会返还一个要
约；当你分享你看重哪方面的利益，对方也会如此。 

但有时，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何时帮助对方。在你帮助了对方的当下以及一个月之后，对方
会如何评估你的帮助？让我们假设你对你的老板有一个很大的请求，而你的老板正好来找
你帮忙。你是立刻提出你的请求，还是等待一个月再提出？这里我们看看结果。当下，正
如你可以猜到，是对方对你刚刚的帮助评价最高的时刻。帮助的接受者在当下很珍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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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而提供者—提供帮助的那个人—却不怎么重视它。当时间流逝，有趣的是，提供者
会越来越重视它，而接受者却会越来越少。 

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如果你还没有提出请求，你应该马上做，你应该在接受者准备好互惠
的时候提出你的请求。如果你提出的时机是当下，那么接受者很珍视你刚刚的帮助、他们
也会马上帮助你。如果你等上一个月，那么你的老板就不太可能想起你曾经的帮助。我的
建议是，可以不用立刻提出你的请求，但要距离你帮助他们的时间越近越好，这样对方会
返还你的恩惠。在谈判中，你可以强调你如何作出了妥协，以便让对方也作出妥协。顺便
说到，这个在我们作出权衡时会出现。权衡是双方互惠的体现。我将放弃一些对我来说不
太重要的以便得到一些对我来说重要的。它是互惠原则的体现。 

对于互惠的研究很让人吃惊。它表明，即便小礼物，甚至是小到一枝笔，它对双方的行为
也有影响。即便我刚送给对方一个小饰品，这对对方的行为也有明显的影响。很多职业，
例如医生，他们不能收取制药公司的大份礼物。曾经医生可以收取礼物因为人们说“医生
很聪明，这不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但我们知道这完全不对。我们知道，即便我只给了你
一个价值 20 美分的很小的礼物，它也会影响你的行为。 

这个研究用了饼干、小饰品，表明我可以用这些很小的东西影响你。你如何运用这些取决
于你。你可以带咖啡到谈判中；当然了，不是在新冠期间，但在其他时间。在新冠期间，
你可以寄去一些巧克力或者松露，或者一些适合客户的礼物。一些在我 MBA 班上的同学
会每年给他们的客户送一些非常酷的小礼物。这是在发展他们的互惠关系。送小礼物将影
响你的行为。 

我曾经问过你们一个问题，什么方法可以最有效的消除这种互惠？即便我只收下了很小的
礼物，这也将影响我的行为。我应该收下礼物，并且告诉自己不要受它影响？或是不接受
礼物，礼貌的拒绝？事实表明，拒绝礼物对你和你的公司是一个更好的选项。如果你有一
个自己的公司，并且还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我建议你设立一个“不收礼物”的公司政策。
在一些行业收礼物是不合适的，但如果你的行业允许收礼物，但你设立了不收礼物的公司
政策，这将授权你的员工们拒绝送给他们的礼物、使他们更不会受到礼物的影响，在长远
上来看这将保护你的公司。我记得在华盛顿大学，我们有一个 20 美元的收礼上限，但
是，这也将影响我们的行为。 

最后，我们讲一下一致性，然后回答一些问题。一致性是一个你可以运用的很重要的影响
策略。人们喜欢在行为和态度上一致，以及在前后行为上一致。Cialdini 在一个研究中展
示了这个策略的影响力。他和他的研究学生去到了一个很大的公寓楼，他们请求公寓中一
半的人在一个支持社区中残疾人的请愿书上签名。每个应门的人都签署了这个请愿书。然
后，他们在几周后返回，询问人们愿意捐出多少钱财。再次说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动机，
支持社区中的残疾人。我首先要告诉你这个，你们应该记得公寓楼中一半的人没有在请愿
书上签名，在这一半人中，50%的人捐了钱。50%很不错。但是在签了请愿书的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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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的人捐了钱。所以，仅仅让人们签名就可以拥有一个 42%的增长，因为人们会更愿意
捐款。 

人们表达出来的态度和行为，他们是一致的。这对你代表了什么？这代表，让我们假设，
你参加一个谈判，谈判的对方曾经表达出一个与你的期望相一致的态度，那么我会在谈判
中利用它。当我做服务工作时，我倾向于做支持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工作，我发现很多组织
和大学都会将支持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声明放到网站上。我要做的就是将这份声明包含在我
发出的请求中。我会说，“你知道，这是贵组织或者贵公司很重要的价值。”我说明这个价
值，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求 X，通常是更多的钱或资源来支持多样性和包容性。说明对方曾
经表明过的态度，并且鼓励对方作出于此相一致的行为，我将会更可能得到肯定的回复。
对你们来说，如果对方已经对你作出了让步，你可以要求更多的让步。如果对方已经在某
些方面作出了妥协，那么他们更可能在其他方面妥协。 

现在是问题时间。 

Alyssa：Kevin 想知道，这些策略有什么反作用？ 

Professor Umphress：一致性的策略可能会伤害到我们自己，它也真的伤害了很多领导
者，因为作为领导者，作为一个很强的领导者，有时候你需要承认你错了、你做了一个错
误的选择。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于领导者来说异常重要的特征，说“你知道吗，我做错了。
我做了一个错的决定，现在我将要将公司领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我认为这很基础，但这
与一致性原则不相符。必要时，我们需要打破一致性，遵守道德和诚实，继续前进。 

我认为，关于互惠，在一些文化中，尤其是日本，当我让人们与一些特定文化的人们进行
谈判时，互送礼物是适当的，你也希望礼物的价值相当，因为这很重要。对于一些公司来
说，在这种情况下不送礼物可能会造成问题，我的不收礼物也不送礼物的做法可能在这些
文化中造成问题。我认为这些倾向于送礼物的文化也同样倾向于强化等级观念，老板给的
任务会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公司的老总表明你不可以收授礼物，那么对于一
个从一个习惯送礼物的文化中来的人来说，不送礼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要在第一次会面
前发表一个不收礼物的声明，并且让对方知道，尤其是当你要去一个倾向于送礼物的文化
时，要让对方知道收授礼物对你来说是不适当的，因为公司有政策，这样你就可以解决这
个问题。 

Alyssa：我在思考，当对方过去的行为对你不利时，你如何解决一致性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们很固执，而且他们想要一直固执下去。 

Professor Umphress：没问题。你要做的是仅仅强调那些与你想要的一致的行为。我不会
谈到对方过去的任何行为或合同，我会仅仅提到那些你愿意再次发生的态度和行为。我会
忽略那些对我不利的行为。在我脑里，当别人作出一些我不想要回应的行为时，我只需要
暂停，不要继续。在我脑海里，我只需要忘记刚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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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ssa：Judith 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关于新冠和一致性，CDC 是否应该对佩戴面罩这个问
题作出不同的应对？ 

Professor Umphress：是的，我认为很多影响策略可以运用到面罩问题上。对于一个领导
来说，出尔反尔不好，就像我提到的，提供一个理由很重要。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融，但是
一直出尔反尔就是问题。我们可以接受一次“哦，我错了。”但是如果有很多个“我错了”，
我们就会开始质疑它的合理性。我认为这是 CDC 面临的问题之一，而且这也是我们面对
的这类大灾难固有的问题。我们让领导者们做决定，然后我们又因为他们作出的决定而批
判他们，这也导致了他们出尔反尔。我认为在疫情期间做领导者很困难，所以我不羡慕他
们现在的处境。我认为这很困难。 

好了，现在来谈谈社会证明。这很重要。如果其他人在做一些事情，那么我也会做。如果
其他人不在做事，那么我也不会做。这对我们来说很关键，而且我认为这和面罩的问题有
关。我有的一个例子是，一个校长想要减少吸大麻的人数。这是一个高中的校长，他希望
减少高中里吸大麻的学生人数。但不幸的是，这位校长给家长们寄去了一封信，说明在学
校中约有 75%的学生曾经尝试过吸大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需要被制止。 

社会证明告诉我们，这个举动将会很大的提升吸大麻的人数。如果一件事是个问题，那么
我们不要用有关它的百分比。如果我们希望人们遵从一个规范，那么我们会分享有关它的
信息。这是新闻发挥作用的时刻。不幸的是，有时候新闻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每
个人都没有带口罩。”这样做将会发生的便是所有人都更不可能带口罩；但如果新闻不提
到这件事，那么人们就会自己决定戴不戴口罩，但因为有一个规范存在，我们会希望遵守
社会规范。 

改变社会规范可能会非常、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有一个正确的开始，并且在
周围人都在做正确行为时运用社会证明。我们可以聚焦在周围人的这些正确行为，并且说
“有 X 这么多的人都在保持社交距离，这很棒。我们希望继续这样。”或者我们可以强调在
社交距离上做的好的城市。 

举一个商业的例子，你可以在广告中经常看到这个，你可以说“五个牙医里有四个赞成这
个。”这是运用社会证明的例子。你可以可以在毕业率中看到这个。你看到有 90%的毕业
生找到了工作并且生活的很好，这样会正面激励所有人。这也会吸引其他人加入这个项
目。我们希望融入群体，我们希望做其他人也在做的事，不管好事或坏事。作为一个领导
者，我希望你能运用社会证明来获得有利的情况。如果人们在做好的事情，一个群体在做
很好的事情，那么突出强调这一点，你就更有可能看到这个行为。但如果人们没有在做好
事情，那么就沉默，不要说任何有关社会证明的话。我不是说要对此撒谎，但我们不要提
供任何有关它的社会信息。 

举例来说，你可以说：“我有三个很有好的工作机会，但我真的想来为你们公司工作。或
者，我有很多的工作机会，但我希望能为你们工作。”然后，我们要注意措辞，人们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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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份或专业知识的人说话，即使他们的论点不是很强。对于你来说，重要的是以某种方
式证明你的权威性，或者说让对方知道为什么他应该听你的，换句话说，为什么你是我们
应该谈判的对象。为什么是你？你需要能回答这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管这个叫做 ethos，就是这种 "我们为什么要认为你有说服力 "的概念。你可以
通过多种方式来展示权威。你可以说你在这个行业的资历。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经验，那
么你可以说你在哪里拿到的学位。对了，如果在谈判开始前，没有特别介绍你，把你的资
历说出来，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向对方强调你的相关资历。这也是为什么人们
使用 LinkedIn 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之前就提到过，但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填写好自
己的 LinkedIn 资料页会很有帮助。这是你可以展示权威的一种方式。你的 LinkedIn，你的
网站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应该听你的。 

我知道在微软，如果你在那里待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在公司的话语权就会越来越大。这种
权威，15 年，30 年，会随着年限的增长而增长。另一种方式是文凭。还有一种方式是通
过着装和你的外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走进谷歌，但你穿着西装，这不
仅没法让你展现权威，反而会让你显得格格不入。对于如何展现权威这个问题，你真的需
要认真思考。研究表明，权威的一些表面标志是声音深沉、头发灰白、戴眼镜。这是很容
易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你的穿着绝对有用，你的身高也很重要，一般高个子的人
会显得更有权威。 

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没有上面提到的这些表明标志，你就不会有权威。我的一个很好
的朋友个子很矮，声音也不低沉，但当她进入房间时，她确能展现巨大的权威。你就是会
知道，她是个有权威的人。 

我们需要思考的另一件事是如果招人喜欢。我们更愿意为我们喜欢的人做事。如果我们喜
欢对方，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和他有一个积极的谈判结果。我们喜欢有吸引力的人，喜欢
和我们相似的人，相似能让我们更容易产生信任。我们也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这就不
得不提到恰当的奉承在谈判中的作用。当你在谈判的时候，你表明为什么喜欢这个产品，
为什么喜欢这个公司，为什么喜欢这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突出它，并以适当的方式，夸
赞对方。我要说的是，我的学生告诉我，除非你是模特，否则，对对方的衣着、妆容或者
任何关于外表的东西进行奉承一般是不合适的。但是，无论对方从事什么类型的活动或者
事业，突出对方都是非常合适的。比方说，如果对方是一个科研人员，那么你可以对他进
行的研究进行奉承，也可以对他们刚刚开发的产品表示赞许。这都是非常合适的奉承，夸
赞对方的方式，这样会对对方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研究，是关于一群商学院的学生，他们被告知要在面试中进行或多或少
的奉承。他们的奉承都是很适当的，对想要被应聘的公司的夸赞，而不是以一种奇怪的方
式。那些讲了很多夸赞的话的学生，平均获得了 1.45 个录取，而且他们的起薪也相对更
高。对了，这种效应是线性的，也就是奉承越多，获得的录取越多，薪水也越多。面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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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已经被告知，会有不同的级别的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不同程度的奉承。所以，即使
在大家知道自己即将被刻意讨好的前提下，还是会影响到他们给出的录取和薪水。同时，
我们只应该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恰当的事情上，说好话，而不是针对对方的外表。 

好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Alyssa：Saida 有一个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女性能够充分的展示自己的权威？另外，有
色人种的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如果她们使用白人女性使用的权威策略，可能会受到负
面评价。请问你有什么看法？ 

Umphress 教授：我是觉得可以通过一些比较隐晦的方式。当我自己介绍自己的资历跟信
息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不习惯，所以有时候我会找别人来介绍我。我会让朋友跟我一起
去，然后由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另外一个人。理想情况是，这个朋友也有一定的权威，并
且是对方认识的人。还有一个很容易操作的方法，在你的邮件底部放一个你的 LinkedIn 或
者你的网站的链接。大家点击就可以看到，了解你的经历。还有一件事，在我的办公室，
我把我的文凭放在我的身后。我不知道文凭在你的行业重不重要，但如果你有什么可以证
明你的资历的东西，你可以尽可能使用它。当你在 Zoom 视频会议时，把它放在人们可以
看见的地方，这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问题还让我想到一项研究。Cialdini 做了一项关于如何让中风患者在出院后继续坚持
物理治疗的试验。当患者在医院的时候，他们会做物理治疗，但他们一旦离开医院，往往
就不坚持物理治疗了。所以，医院请来了 Cialdini。他只做了一件事：他把所有物理治疗
师的奖状和文凭都挂在墙上。仅仅因为这一个改变，患者进行物理治疗的依从性提高了
34%。这些微妙的小事，经常会对别人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把那些可以帮助
你，暗示你权威性的东西都摆放出来，它们真的可以帮助到你。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