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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注视对方的眼睛

可能有事隐瞒
在交谈的过程中，视线位置移动情况不同，

反映出的心态也不一样。一旦被别人注视就立刻
将视线转移的人，大多自卑心理很强，不敢正视
对方。如果你的视线和对方的视线相撞，对方迅
速把视线从你身上移开，说明对方性格比较内
向、自卑，或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对
你有所隐瞒。这个结论是由美国科学家理查·科
斯经过实验验证过的。

在男性和女性的交往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
一幕：男性在看到自己心仪的女性之后，并没有
瞪大眼睛盯着人家不放，相反是匆匆瞥一眼，就
把视线移到一边，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其实这种
男性有很强的欲望，只是自己的理智战胜了情
感，由理智而产生了自制行为。这是一种理智的
表现，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一些自大和傲气。

另外，行为科学家亚宾·高曼的研究认为：
对异性瞥了一眼后，闭上眼睛，即“我相信你，
不怕你”的体态语。所以，当看异性时，并不把
视线移开，而是闭上眼后，再翻眼望一望，如此
反复，就是尊敬与信赖的表现。尤其当女性这样
看男性时，便可认为有交往的可能。

总而言之，不敢注视对方的二人，很可能是
内心十分自卑、不够自信。

说话时常清喉咙者

可能在掩饰情绪
曾国藩认为，每个人的声音，跟天地间的阴

阳五气一样，也有清浊之分，清者轻而上扬，浊
者重而下坠。声音始于丹田，在喉头发出声响，
至舌头那里发生变化，在牙齿那里发生清浊之

变，最后经由嘴唇发出，这一切都与宫、商、
角、徵、羽五音密切配合。识人时，听其声音，
去辨识其独具一格之处，不一定完全与五音相
符，但只要听到声音就会想到这个人，闻其声而
知其人。

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说话过程中不断清喉咙
的人，可能是为了变换说话的语气和声调，还有
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某种焦虑和不安。还
有的人在说话过程中并不是不断清喉咙，而只是
偶尔一两次，这多半是表明他对某一个问题并不
是特别认同，还需要仔细认真地考虑。

故意清喉咙还是一种警告的表示，是为了表
达自己某种不满情绪，同时也包含着向对方示威
的意思，告诉对方自己可能会不客气。

总而言之，如果一个人说话时，不断地清喉
咙，说明此人对自己的话根本就没把握。如果男
性出现咬住烟头、用唾液加以润湿的动作，是心
理不成熟的表现。

不愿谈论自己者

大多有自卑心理
谈话在我们生活中是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内

容。谈话中，通常人都不会非常直观地谈论自
己，但在不知不觉中、有意无意中总有透露自己
的时候，在此过程中，注意谈论内容是什么，谈
论者的神态和动作怎样，一定会获得一些有益的
东西。

有人常谈论自己，包括曾有的经历，自我个
性，对外界一些事物的看法、态度和意见等，一
般说来，这样的人性格比较外向，感情色彩鲜明
而且强烈。主观意识较浓厚，爱表现和公开自
己，多少有点虚荣。

与此相反，如果一个人不常谈论自己，则表
明此人性格比较内向，感情色彩不鲜明也不强

烈，主观意识比较淡薄，不太爱表现和公开自
己，比较保守，多少有点自卑心理，鲜有过激行
为。总的来说，从不谈论自己的人，往往有很深
的城府，并且大多数有自卑心理。

总是盛气凌人

内心多比较脆弱
有些人表面总是一副气势凌人的架势，好像

他什么都比别人强，什么都比别人厉害。实际上
这样的人内心一般都很脆弱。

平时总是盛气凌人的人，往往都是些徒有强
硬的外表而没有强硬精神的人。有人平时看上去
威风八面，气势凌人，实际上，这种人是非常脆
弱甚至不堪一击的，他们经不起失败和挫折，稍
微碰到一点打击，他们的自信马上就消失殆尽，
甚至一蹶不振。失败对他们的影响足以改变他们
的一生，经过一次失败后，甚至一辈子都无法走
出这个阴影。所以他们都是那种表面盛气凌人，
只有傲气，没有傲骨的人。

平时盛气凌人的人，他们的性格也很自我，
无论做什么事情通常都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想做
的事，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不容许别人干
涉，一旦有人干涉，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提出意见。

所以，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那些总是盛气凌
人的人时，不必因他们对自己的傲慢而生气，他
们只不过是只有傲气没傲骨的人，稍微遇到点挫
折就会自动倒下。

饭后当众涂口红

是肤浅表现
有的女人特别喜欢化妆，无论什么时候总要

找个时间找个机会把自己打扮一番，有时甚至直
接在众人面前就开始化妆，一点遮掩都没有。这

样的女人一般都非常肤浅。有的女人跟自己的同
伴甚至男士吃完饭当众就涂起口红来，一点顾及
都没有，这样的女人不会是出身名门的子女。她
们大多没有很高的文化素质，也没有什么教养的
人，通常她们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考虑太多，不会
想自己身处什么场合，合不合适。

出身名门的女士绝不会有吃晚饭当众涂口红
的表现。她们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从小就培养出了不同于他人的气质与自
信，无论走到哪里她们都有一股泰然自若的从容
气质。这是别人短时间无法获得的，更别指望化
化妆抹抹口红就能获得这样的气质。她们即使没
有化妆，即使长得也不是太漂亮，但自有一种自
信，无论在哪里都会显得与众不同。吃完饭当众
涂口红的女人，都是很虚荣、过于注重外表的
人。她们只想赶快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起来，不让
别人看到她“丑陋”的一面，实际上，她的这一
行为已经足够丑陋了。

从言辞中识破

说谎者的心理
说谎者最为留意的是说话时言辞或字眼的选

择，因为他不可能控制和伪装自己的全部细节，
只会掩饰、伪装别人最注意的地方。

声音有三种成分会让说谎者露马脚——— 声
调、语速和音量。人紧张时，声带发紧，导致声
音发尖，语速和音量提高。相反，如果说谎者经
过精心准备，确信谎言天衣无缝，他们就会放慢
速度，降低音量。不得不当众说谎时，因为没有
事先准备，话里会带有许多语气词，像“嗯”、
“噢”、“这个”、“那个”等，甚至结巴、停
顿。

如果某个人对你的提问含糊其辞，请保持警
惕。但是，人情绪紧张的种种迹象并不意味着他

一定在说谎，有一小部分人对说谎如家常便饭，
不会发出多少紧张信号。有些政治和宗教狂热分
子对他们的谎言深信不疑，根本不会紧张。但多
数说谎者大多数时候会露出许多马脚。此外，说
谎者可能总会对一些说错的“台词”进行反复修
正，这就是说谎的印迹。

口误：令人惊奇的是，许多说谎者都是由于
言辞方面的失误而露馅的，他们没能仔细地编造
好其想说的话。即使是十分谨慎，也会有失口露
馅的时候。口误是一种自我背叛。

声调：在判断一个人说话时的情绪和意图的
时候，固然要听他究竟说些什么，但是在许多情
况下，更要从他说话时声音的高低、强弱、起伏
等领会“言外之意”。

停顿：人在说谎的时候，另一常见的言辞印
迹便是停顿，如停顿的时间过于长久或过于频
繁。总的来说，产生说谎印迹的原因主要有两
个，其一，说谎者可能事先未准备好“台词”。
其二，即使说谎者已经把“台词”准备充分了，
但是因为担心露馅儿而临时怯场，忘了所编的
“台词”。

《瞬间看透身边人》
王超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 速读

察言观色 辨识人心
□ 李帅 李欣 整理

《精英的反叛》是一部读后不能让人平静的著作，
作者克里斯托弗·拉希是美国最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和
社会评论家。有人曾经评价说，当代没有任何一位历史
学家能像他这样引起公共论坛的震撼。

从批判的角度看待美国民主文化，是拉希在《精英
的反叛》中一次新的尝试。像所有典型的拉希式智慧一
样，《精英的反叛》开篇即点出了美国民主面临的困
境：政治不切实际且矫揉造作、公民责任感的消退、中
产阶级的信仰危机，等等。面对民主的问题存在，拉希
像一头从历史中醒来的狮子，对着现实咆哮。他一出场
就推翻了加塞特的观点，认为对美国文化的社会秩序和
文明传统构成威胁的不是群众的反叛，恰恰是社会的精
英，是他们背弃了民主和平等的信仰。

我相信，拉希头脑中的美国一定是一个民主和平等
的理想国度，他伤心地承认，目前美国已经沦落成为没
有文化的社会。他大声疾呼：“辩论，只有辩论，才能
让人了解有用的信息。没有民主的观点交锋，大多数人
就不会有积极性去掌握知识从而使自身成为有能力的公
民。”拉希强调，不是说信息不重要，只不过“辩论中
发生的信息”，这才是民主所需要的。他不无忧虑地指
出，要警惕广告业、宣传和其他商业说服形式把自己伪
装成信息的危险，防止广告和宣传取代公开辩论，并列

举了“信息强迫症”的种种现实危害。
这番描述尽管有些偏激，但拉希却提出一个令

人不安又无法逃避的问题，即在缺乏辩论的情况
下，一个民主社会能否繁荣或生存？因为社会结构
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
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的人的利益（约翰·罗
尔斯语）。

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睿智的拉希或许没有意识
到，他极力倡导的美国民主，只不过是以民主的含
义歌颂一个幻想中的过去：那些褪色的小酒馆和咖
啡店，曾为海阔天空且自由随意的、让民主蓬勃发
展的对话提供了空间，而今他们也快不复存在了。
尽管他同意金巴尔所说的，时下文化评论模式已经
演变成一种犬儒主义，尽管对宗教的没落忧心忡
忡，但拉希还是执着地在寻找着美国民主的救命稻
草。

跟霍勒斯·曼一样，拉希也相信教育是解决一
切烦恼的良方，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一切归结于
教育的失败，他提出应辩证地看曼的主要观点以及
对今天教育体制所造成的影响。在拉希的世界里，
也许只有信仰才是最重要的。在他看来，大学不再
是一个神圣的机构，唯一可以无条件尊重和敬畏的

对象是上帝而非文化。拉希深信“文化的核心是深
深牢记的禁令铭刻在优秀可信的品格中”，同时辩
证地指出，民主社会的意义，正是敬重心理的缺
乏。

和传统书籍作者一个人唱独角戏不同，《精英
的反叛》最大的看点，是拉希和一群人在辩论：爱
默生、惠特曼、布朗森、霍桑、乔西亚·罗伊斯、
库利、杜威、伦道夫·伯尔尼……全都成了拉希的
对手，他们的观点被拉西信手拈来。有时，我会突
然觉得摆在面前的是一本名人名言大全。

其实，拉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低调的社会责
任感，书中对离婚的抨击，对城市规模扩大的担
忧，对市场泛滥、堕胎和种族问题的讨论等等，这
些都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王尔德的审美观所不
具备的。

《精英的反叛》里的拉希目光是敏锐的，虽然
他挑了一个最难的话题，并且显然是和历史进行辩
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一下子就抓准了民主的要害。
而他留给读者的，则是警醒和反思。

《精英的反叛》
（美） 克里斯托弗·拉希 著

中信出版社

美国文化的反叛者
□ 代海军

陈明远先生的新作《文化名人
的个性》以其独特的心理学视角，
对文化名人进行解读，带领我们走
进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

《文化名人的个性》通过探察
文化名人背后的文化资源，扩展了
理解文化名人的视野。事实上，对
于文化名人而言，他们是以自己的
生活世界、以自己的研究个性而生
存。任何一位文化名人，他们提出
特定的某种主张的时候，无不是针
对当时的文化进行反思或评判。在
书中，作者突破了以往研究名人的
狭隘视角，从心理学着手，深入到
文化名人的内心世界，一方面实现
了与他们心灵对话，另一方面也为
我们勾勒出文化名人独具魅力的个
性。例如质疑型的郁达夫、享乐型
的徐志摩、支配型的陈独秀、和谐
型的蔡元培、苛求型的鲁迅等，这
些都创造性地为我们全面构筑和展
现了近代以来文化名人精神风貌，
为我们素描和刻画了他们内心世界
的恢宏、深刻、精深与博大，对于
我们理解和认识文化名人的本真个
性，提供了全方位的解读。

书中写道，人的个性应该是独
立自主的，但并不是孤立无助的，
必定在群体活动中相互影响、相互
促进。例如蔡元培的和谐型个性，
一方面是蔡元培个性人格的体现，
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北大同仁的个性
人格的汇总。是他们在新文化运动
中合力创造了“蔡元培精神”即
“北大精神”。只有客观细致地研
究分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老
中青三代人各自的人格个性，才能
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谐型蔡元培”

如何再造了一个新生的北大。
说到鲁迅，作者认为他是一个

苛求型的人，他习惯于批判别人，
也爱批判自己，他内心拥有一张列
满“应该”与“不应该”的清单。
只是生活中的他太不拘小节，给人
的印象是，头发乱蓬蓬的，穿着一
件颇肮脏的布长衫，面色黄黑，似
一个鸦片鬼，又似一个土老儿。有
一次鲁迅去银行取工资，他拿出周
树人的公章，但银行里的人不肯把
钱给他，因为他们不相信穿着破烂
的人有能力取这么多钱。还有一次
警察看到鲁迅提着箱子，就要求开
箱检查，因为他的样子像是在卖鸦
片。就是一个具有这样外表的人，
极具做人的个性。有人责备鲁迅不
宽容。作者却说：“鲁迅说的‘不
宽恕’本义是‘不原谅’”。宽恕
不同于宽容。宽容决不是对于暴
政、暴行的宽恕、纵容。对于扼杀
人权、残害人命的坏事，不能原
谅。”

书中所分析的实践型胡适、情
感型梁启超、粘液质型周作人，之
所以成为很另类的“人”，书中都
有文化的、心理的、历史背景的分
析。他笔下的这些文化人的传记和
回忆文章，或许我们读了不少，但
是将这些文化人的人格个性集中在
一起，很自然就会有一种比较。这
种比较，是把名人学者放在个体
“人”的位置、放在社会意义上
“人”的位置上，不失为一种有特
色有深度的解读。

《文化名人的个性》
陈明远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为一位资深的心理学医师，毕淑敏的
《破解幸福密码》从心理学、医学、人文科
学的角度，通过案例为我们详细解答如何破
解心灵锁链——— 自卑、抑郁、焦虑、悲伤、
死亡恐惧等这些潜藏在意识深层的创伤，思
考与探索和谐平衡的心灵艺术。作品以清新
的文笔、温暖的哲思，书写幸福与冷暖，关
注生命与死亡。

毕淑敏说把中国人对待幸福的方式做了
很有趣的四大分类，分别是饮鸩止渴型、黄
连团子型、馊馅饼型和幸福的包子。她也自
嘲自己以前是黄连团子型的，现在争取做一
个幸福的包子，天天开心快乐。她查了很多
资料，给“幸福”下了一个定义：有意义加
上长久的快乐。如果活得没意义，人生会迷
茫。毕淑敏认为幸福是生活最重要的目的。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心灵上

却越发空虚、浮躁。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现
代人普遍的幸福感缺失是为什么？对此，毕
淑敏说，当温饱已经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幸
福感的时候，寻找快乐和幸福最基本的途径
就是要通过自我完成、自我创造的精神体验
来提供，换个说法就是要找自己的人生目
标。幸福是灵魂的工作，是灵魂的成就，而
不是胃的成就，它是一种精神的追索。

所以，她建议大家应该找个时间为自己
确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应该是你内心生发
的一个目标。”她说：幸福不是惊天动地的
事，不是“敲锣打鼓”的事，也不是别人
“封”给你的。生命中温暖的瞬间、美妙的
时刻，那种在我们心中可以久久去体味的真
情，就是幸福最朴素的本质了。幸福是一种
心灵的感受。

毕淑敏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位著名的作

家，在诸多中国作家之中，毕淑敏的身份和
经历显得独特。她当兵 11 年、做内科医生
22 年、做心理咨询师 3 年。 2004 年毕淑敏
关闭了开得正火的心理诊所，开始创作小说
《女心理师》。她的理由是，做心理师只能
解决少数人的心理疾病，而写一本心理问题
小说可能解放的是成千上万人。

读了《破解幸福密码》知道幸福原来是
可以调试的。幸福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
切都可以改变。幸福，来源于我们的内心，
特别是对待事物的看法！它决定了各人的幸
福感！

生活需要指引，营造幸福需要解码。破
解了幸福密码生命也许会因此而不同。

《破解幸福密码》
毕淑敏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荣宁二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朝廷，贾
母毫无疑问是至高无上的“太上皇”；王夫
人、王熙凤则是位高权重的大臣；贾宝玉不
必多说，是小朝廷里的小太阳；至于各级丫
鬟以及无名无姓的下人，则是受苦受累的老
百姓。这么一分，小小的荣宁二府可谓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在“年轻态”红学研究者
苏芩最新的图书《官场红学》里，红楼女子
的政治手腕被淋漓尽致地写出。

苏芩在前言里写道：曹雪芹是有政治敏
感性的，他写出的《红楼梦》之所以有如此
大的传世意义，绝对不像他口口声声说的那
样，只是写了“几个异样女子，小善微才”

和记述了几段风月情愁而已。整本《红楼
梦》时时处处避讳“政治”二字，但实际
上，时时处处在写“政治”。政治斗争，官
场谋斗，是《红楼梦》的主题色。

在苏芩的笔下，贾母是没有实权的一把
手、王熙凤是红楼女曹操、薛宝钗深谙官场
攻心术、林黛玉具有出类拔萃的领袖潜质、
“官二代”贾探春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平
儿是王熙凤的最佳政治拍档、紫鹃是不可多
得的女谋士、司棋是弱将手下的强兵……

看到这些，你还会认为她们是一帮弱不
禁风的小女子吗？ 一部《红楼梦》写尽人
生大命运，更写尽人在权力面前的千姿百

态。女人不再单纯是男人的附属品，而在家
族后院中上演了一幕幕意味独特的后院夺权
战！而在《官场红学》里，一章章谜语式的
繁华中隐藏着一段段血腥的权谋秘术，一张
张纯真无邪的脸孔下面掩藏着一个个执著的
政治理想。

读《红楼梦》，若是读不透其中的“权与
谋”，那真实的“红楼”，离你还很遥远。

就算只是一家之言，引领大家再读红
楼，亦是快事一桩。

《官场红学》
苏芩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文化名人的个性
□ 艾里香

一个
人的一言
一行、一
举一动，
甚至一个
眼神，都
在向他人
传递着一
些微妙的
信息，本
书通过对人外在举止的分析，
揭示其深藏于心的真实想法及
性格特征。

《开运女人有心机》
焦龙梅 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该书强调女性通过自己的努
力就可获得幸福生活，十分符合
当代女性的独立思潮。作者语言
活泼，轻松有趣，易于接受。

■ 新书导读

毕淑敏破解幸福密码
□ 杨兰琴

红楼女子的权谋术
□ 童小珍

作者认
为对美国文
化的社会秩
序和文明传
统构成威胁
的不是群众
的反叛，恰
恰是社会的
精英，是他

们背弃了民主和平等
的信仰。

《巴 黎城记》
（美）大卫·哈维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黎一直是世界上最有影响
力的城市，但它却是在第二帝国
时期才摇身成为我们今日所知的
现代性城市样板。哈维笔下的巴
黎，会让你忽然意识到自己身边
发生的类似情景。

《如果爱，如果艺术》
刘海燕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真正的大师，不会妥协，不
会被时代改造，相反，他能创造
一个时代，并使这个时代有了不
一样的精神气质。而你若爱上一
个大师或天才，就得接受他对你
灵魂的炙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