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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倾听     

  

“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理解和被理解。理解他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倾听他们。” (Ralph 

Nichols) 

 

你可否想过为何每个人都说他们自己是个好的倾听者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重视这项技能，

还是因为人们把它看作是人类的一项本能？但是又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倾听者呢？你可能知道一

个或者两个这样人，但是仅此而已。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把它看作是一项我们必备的技能，但

是我们用了多久去思考这项技能的深度呢？ 

 

有力的倾听者能够专心致志地倾听他人，而不是心不在焉。有力的倾听者会高度关注。有力的

倾听者在谈话的时候会聚精会神。或许我们忽略这项技能的原因是它听起来太简单，但是其实

却很难。这需要我们把自己的需要放到一边，去倾听他人。做到这一点需要你自我感觉良好，

能够充分意识到你自己当时的需要。其实，当你不能倾听他人的时候，你最好告诉他你做不到

，这比假装自己在倾听他人要好的多。这种欺骗很容易被察觉到，你想通过此种方法建立彼此

信任的关系也会随之以失败告终。 

 

另外一方讲话的人需要感觉到自己被他人听到并且被他人理解了。当他问其它人的时候，他需

要其它人的回答。作为人类，被他人听到以及被他人理解和我们的自我价值意识是紧密相连的

。当你讲话的时候，你有有用的话要讲，你想传递信息给他人，并且想要自己的讲话被他人听

到。如果其它人没有听你讲话或者根本不重视你的讲话，你会觉得自己的心灵深处以及自己的

自尊受到了伤害。想象一下，当你每天走来走去的时候，你和别人讲话，但是别人根本不理你

的感觉。或许你会觉得自己是不可见的。有话说帮助我们和家人、朋友以及社区的其它人保持

联系。这也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更好地了解自己。有些人通过谈话使得自己的思路更加清晰。他

们通过和他人谈话从而获得想法并且不断完善这种想法。 

 

 

优秀的人—出色的倾听者 

为什么我们从来不说自己是一个好的讲话者，但是却说自己是一个好的倾听者？一个好的倾听

者和这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有必然的联系吗？一个好的倾听者可能和慷慨大方相关——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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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奉献出了宝贵的时间。这让我们成为了优秀的人吗？因此，一方面，我们把一个好的倾听

者看作和一个优秀的人是相关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不想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完善这项技

能。 

 

“倾听与询问这两种行为有一个并不为人所广泛了解的意义，要了解这个意义需要人们认识到

在人际关系中，很多时候更重要的不是事实是怎样而是人们认为的事实是怎样。了解他人对情

况事实的看法是很有帮助的。” (Bryan Bell) 

 

自我应用 

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心里默默地数到50。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看你能否数到50，仍然还没

有走神。如果能够聚精会神地数到50，那么就表明你至少能够处于当下一分钟。这可能是很

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在谈话中，这确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可以不断地训练这项技能，检验

一下你是否能够延长自己集中注意力的时间。 

 

考虑成为一个有力的倾听者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要确定你是否重视这项技能。真正地问一下自

己，对我而言，这是否重要到需要我花数小时去学习成为一名有力的倾听者？也要问下自己是

否重视他人要讲的话—你是否意识到其他人对你的生命有所帮助？如果你不能立即意识到他们

所讲的话对你是否很有价值，你能够去倾听吗？ 

 

如果你的确重视有力的倾听，那么你需要把这项技能牢记在心，你将会开始意识到每天你是如

何听别人讲话的。你将会在谈话中观察你自己。如果你每天能够在这个层次上意识到有力的倾

听，这将是在这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强化你的技能的第一步。 

 

思考 

1. 你认为自己是一位什么样的倾听者？ 

2. 关于作为一名有力的倾听者，写下你所重视的。 

3. 关于如何强化你作为一名有力的倾听者的技能，制定一个计划。 

4. 当你被他人倾听的时候，你感觉如何？ 

 

应用 

和我们的日常谈话相比，coaching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谈话。当coaching的时候，教练要聚精会

神地倾听客户的讲话和感情。Coaching本身不是一种双向的谈话。在一定程度上，焦点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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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身上，一切都是关于客户。只有当教练的个人信息以及故事和客户相关的时候，他们才可以

和客户分享这些。在分享一个个人故事之前，教练要先征求客户的同意。Coaching的等式是

，80%的时间教练在倾听，20%的时间教练在讲话。如果不是这样，很有可能你根本就不是在

进行coaching。 

 

我们中有多少人感觉我们被其它人倾听了——其它人的确理解了我们所讲的？听过别人讲话之

后，我们通常只能记起我们所听到的50%，你知道这一点吗？难怪大多数人感觉他们没有被他

人倾听。 

 

作为教练，倾听是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服务之一。客户向我们付钱的部分原因仅仅就是倾听他

们。仅仅就是倾听。倾听本身就是有力的。“倾听的主要目的……就是真正理解其它人的观点

，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他们是如何前进的。” (Zeus and Skiffington, 2000) 好的教练是倾听

到对客户有所鼓舞的、启发他们的、使他们兴奋的、让他们自由的以及可不断地挑战自我的信

息。其次，教练倾听什么使他们受到鼓舞以及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最重要的是，教练把客

户作为重要的、出色的人物去倾听。他们作为伟大的自我，我们需要与他们相协调，用同样的

方式去看待他们。 

 

当教练和客户进行coaching的时候，教练所听的并不仅仅是客户所讲的，还有他们是如何讲的

。例如，他们流露出来的感情以及他们所抑制的感情。倾听他们讲话的音高、语调以及韵律。

一种比平时要快的语速以及高音调表明了兴奋，一种慢吞吞且无变化的语调表明缺乏热情，一

种高音调和不均匀的呼吸可能意味着焦虑不安。 

 

教练既要对客户所讲的感兴趣，同时也要对他们不讲的同样感兴趣。客户通常不会把发生的事

情全部告诉你。倾听他们声音微妙的变化、对问题的回避或者谈话主题的转变。如果客户开始

勃然大怒或者生气，很有可能你问到了相关的事情。你要温和地继续多问客户一些问题。让客

户知道你真正听到的，并且询问一下他们有没有更多的要说。 

 

积极的倾听 

虽然“积极的倾听”具体起源不为人所知，但是它已经被广泛用于咨询以及教育领域15年之久了

。虽然很多人认为他们理解积极的倾听并且把它用于工作和生活，但是其实真正的倾听比乍看

起来要困难。描述积极的倾听的最好办法就是从其反面描述。积极的倾听并不是去听直到他人

停下来，然后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想法。相反，积极的倾听就是真正倾听他人的讲话，并把自

己融入到他人的讲话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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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部分人认为自己善于倾听，但是我们通常没有注意倾听和我们讲话的人。当他人和我们

讲话的时候，我们一直忙于做其它的事情或者考虑其它的事情。有时当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

在构思如何去回答。我们关注的是如何去回答他们，而不是他们正在讲什么。有时当别人讲话

的时候，对所讲到的人或者事，我们自娱于脑海中给出评判、意见、和信念。有时我们忘记了

“活在此时此刻。”积极的倾听就是关于活在此时此刻从而把自己融入到当下。 

 

要想成为一名“积极的倾听者”，你必须发展以下的技能： 

 

聚精会神地倾听：当你的嘴巴一直在动，一直在讲话的时候，你很难接受信息。当他人讲话

的时候，保持安静。这听起来简单，说起来也简单，但是做起来却是很难。虽然安慰他人在非

coaching的环境下是恰当的，但是在coaching的时候，安慰他人可能导致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因为这会阻止客户讲述他们的故事。要给说话的人全然的注意力。避免令人分心的行为、干扰

或者视觉上的刺激。在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下进行coaching。不要让任何令人分心的东西进入

我们的视野，从而彻底地倾听。这种倾听的环境真正尊重了客户。 

 

释述：用自己的话重述客户所讲的内容从而向客户核实你所听到的。对此一个具体的例子是：

“我刚才听到你讲……”当你重述客户刚才所讲的话时，客户就会知道你的确是在倾听。他就会

感到自己被他人理解、被欢迎。但是，重要的一点是你只需要释述谈话中整体上的概念或者主

要的观点。如果你释述谈话中的细节，那么你就会不必要地拖慢了客户的速度，成为一个单调

乏味令人分心的人。 

 

根据不同的客户以及不同的问题，你释述的程度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如果某人向你讲述一件

很复杂很难理解的事情，你可能想要有规律地进行释述。此外，如果某人情绪很激动，他们可

能想要知道自己的确被他人倾听了，的确被他人理解了这样的外界帮助，那么你可能就需要多

释述一些。谈话中，准确地理解如何、何时以及多久进行释述是一项很有力的技能，通过集中

注意力以及不断地练习，可以培养该技能。 

 

核实理解：核实理解和释述类似，但是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之处。理解的核实是关于感情而不是

关于概念。核实理解关注的是你所察觉到的推动客户进行交流的情感。关注的不是客户交流的

言语，而是他们声音语调中所传达的感情。 

 

如果教练没有真正地倾听出客户没说出来的，那么他们会错过很多谈话中的情感因素。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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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会错过客户对事情的个人反应以及真正的感受。如果没有察觉客户的感受，我们就失去

了去感受客户所处的独特环境的机会。当我们形成以及分享相关反馈的时候，对客户的感受会

帮助我们整理、组织信息并且有效地运用它们。作为教练，你能够把感受反馈给客户。你或许

会讲： 

● “听起来你感觉……” 

●  “看来关于……，你真的是很烦恼，很激动，很无助” 

● “当你说到X的时候，我从你的声音中听出了不少情感在里面，你能告诉我更多一点吗

？” 

 

关于你对客户感受的看法，要给他们机会去确认或者反驳。这也会让客户感到他们的确被倾听

了。 

 

有力的倾听 

有力的倾听建立在积极倾听的原则上，并附带一些其它的策略。 

 

等待：在答复客户之前，等待十秒钟。通常，我们会在别人谈话时突然打断他们。要允许客户

有空间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教练有时候会使用一个缩写词来提醒自己要等待。这就是

W.A.I.T.意即“为什么我在讲？” 

 

有时，持久的沉默将促进客户就该问题再三考虑，并在细节上添加一二。作为教练，这可能对

你很重要，甚至让你深受启发，对客户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西方社会的

，从文化角度来说习惯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沉默是消极的。“尴尬的沉默”这一术语常用于形容会

话交流中的安静阶段。在英语中并没有相对应的积极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 

 

你可能会发现，要培养自己允许客户有额外的时间来组织想法，这是需要花时间和努力的。你

也可能会发现，你的客户，鉴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会把这种沉默解读为消极的，比如没有

认真倾听或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需要向他们解释这一策略。另外，当

和他们谈话时，你可以以标准的回应时间开始，然后随着合作的继续，慢慢增加倾听等待时间

。 

 

让客户多说：客户说的越多，你能听到的内容就越多。单是等待策略一项，就将增加你从客户

那里获得的信息量，并激励他们挖掘更多生活的真相。使用这样的表述：“你能否说的详尽一

些吗？”或者“关于这个部份，你还有其它想说的吗？”也常会鼓励客户有更多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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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客户会习惯性地将沉默视为消极的，他们也可能会认为长篇大论地谈论自己似乎是自私或

不恰当的。帮他们打消这种想法，并提醒他们coaching就是关于他们自身的，这很重要。人们

在就某一点展开话题之前，往往会停止不语，因为他们会有意识地不去支配整个谈话。这可能

需要你的鼓励，来让他们了解，你将提供足够的空间来让他们畅所欲言。 

 

回应：利用技巧，让客户知道他们正被倾听。释述是你能让别人知道他们正被倾听的方法之一

，然而，正如我们之前所学的，这种策略需要谨慎利用。除了释述，我们还有其它的方法，来

使客户了解我们正在倾听。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包括微笑、点头和面部表情的身

体语言。然而，如果你是通过电话进行coaching，客户就看不见你，那么你必须通过口头暗示

让他们知道你正在倾听。你可以通过这么说来让客户了解你正在听：“是的，我听到了，”“对的

”“继续讲”以及“嗯”。 

 

此外，这个概念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试着观察正在打电话的朋友或同

事。你可能会发现他们正点头、微笑或因惊讶而张大双眼，完全不注意电话那头的人不可能收

到这些暗示！努力关注客户所获取的信息，而非你所发出的暗示，因为他们未必相同。如果你

好好分析自身，你可能会发觉，自己要做出更多的回应。 

 

保持同情心和不评判：当你重视客户并接受客户的感觉时，你就能更加具有同情心，并给出了

倾听这一礼物给他们。“对于作为倾听者的你，基本规则是：向某人指出你认为他或她的失误

所在并非你的工作。”（Kegan and Lahey, 2001）放弃评判，直到他们讲完。我们的评判会损

害我们的倾听。 

 

通常，我们对这人的谈话内容的预想将影响我们听到的谈话部分和没有听到的部分。我们可以

调节到 对个人来说有趣的部分，远离我们认为无聊或重复的、对客户来说却是重要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的评判和意见都是关于自身，关于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而非所被coach的人。

真正倾听客户，部分说来就是移除我们自身的观点、价值观和人生选择，转向关注客户的。如

果我们允许自己的观点和评判来影响所听到的内容，就不是真正的倾听。 

 

付诸行动：光分析不行动就不是coaching，因此你给客户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切实被倾听是必

要的，而你还需要注意其它状况。如果客户是就某点漫谈或者发泄，这就不是建设性的。通常

当人类处于咆哮状态，他们就不是真的想要被倾听。他们就像跑步机上的老鼠；陷入单纯默认

(预设)的行为，而非真正的沟通。如果这样的话，你可能要这么说，来转向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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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如何与我们刚刚讨论的相适应？” 

●  “这如何应用？” 

● “这很有趣，但是让我们回到刚才所讨论的上来。” 

 

如果客户过多地关注过往的事件、伤害或失望，你可能要使他们转向对未来的关注。帮助客户

摆脱焦虑、或生气的情绪，可以通过这么说： 

●  “让我们将此与你目前的目标联系起来” 

● “那么你认为下一步怎么做？” 

● “我们该如何继续？” 

●  “本周你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运用直觉：用“心”倾听，并记住所有的谈话内容。与客户分享你所体会和感受到的。直觉是很

有用的coaching工具。关于客户所说的，如果教练感觉到了什么，最好是与他们分享。 

 

思考 

1. 教练要倾听客户的五件事分别是什么？ 

2. 你积极应用的倾听策略是哪些？你想多练习的又是什么？ 

3. 在倾听客户时，放弃评判和意见有多难？ 

4. 在倾听客户时，为什么安慰会是个问题？ 

5. “漫谈与发泄”和真正解决问题有什么区别？ 

6. 你认为“从心倾听”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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