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上去很美：

整形美容市场在中国》

本版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如何在职场上更受欢迎？

如何解决激烈的家庭冲突？ 如

何拿回自己的人生掌控权？“关

系”这门课，也许每个人都要终

身学习，日前，人际关系洞察家

熊太行携新书《掌控关系》亮相

广州购书中心， 和读者畅聊复

杂人际关系的简单应对法则。

《掌控关系》从自我关系、职场

关系、亲密关系、家庭关系、社

交关系五个领域出发， 总结了

大家在生活工作中会遇到的高

频人际关系问题， 以独到的视

角剖析， 教人们如何出击应对

“关系”中的难题，让人们从人

际关系开始， 拿回自己人生的

主动权。

花费了一年时间， 共撰写

200多篇文章， 足有80多万字，

其间收到了两万多条的留言，

回复了读者们的许多苦恼和问

题。 熊太行说，“拆开、讲透，让

天下没有阴谋， 人人掌握其中

的技巧， 构建一个更光明的中

国式人际关系。 避免让人际关

系成为禁忌和小黑箱， 避免让

人际关系成为家庭中父子相

传、口耳相传的不传秘法，正是

我心所愿”。

在新书分享会开始之前，

信息时报记者采访了熊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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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掌控关系”是一门人生必修课

荐读

信息时报：这本书叫《掌控关系》，是

不是意味着在关系中有哪一方要占据强

势地位呢？

熊太行：

其实，“掌控关系”更多是说

由我来掌控，来做我的决策，我们非但不

去欺负、压迫别人，反而是教了一些怎样

去对抗别人的办法，比如说把不确定性留

给别人，或者通过冥想的方式让别人嚣张

的气势发不出来，这些都是有策略的。 其

实我想教的是如何在关系中把握自己的

主动权，可以继续，也可以退出，每个人都

能够做到进退有据。

信息时报： 在你的课程中和咨询中，

哪类人际关系问题最多？

熊太行：20-40 岁的人都有， 其中职

场人际关系问题最多，占四成左右，其他

亲密关系、家庭方面的问题各占 25%。 因

为社会变化太快，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世

界变得很陌生， 大家都有一种晕眩感，在

这种过程中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应，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的上一辈人也不知

道怎么办，之前所有的经验失效了。 在我

出这本书之前，讲人际关系卖得最好的一

本书是《人性的弱点》，这是 1930 年代的

卡耐基写的，他是很聪明的人，他提出的

准则现在还能用，但这个时代需要新的东

西，需要有人重新归纳、总结和研究。我们

通过研究和各种数据，能够给人提出一个

比较好的策略， 同时给予情感和心理支

持，有时会轻轻推用户一把。

信息时报：你通过什么办法让咨询的

人有所收获甚至获得成长？

熊太行：

我比较认同的行为学派和认

知学派，首先要提高认知，同时还要在行

动中做到。很多人来上我的课程都是因为

对自己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自信心不足，所

以一方面要让他们正确认识人际关系，一

方面要鼓励他们做积极的改变。 时间长

了，认知和行为都会发生改变，就会变成

能够很好处理关系的人。

“上帝给了你一张脸， 你却自

己造就了另一张。”这句来自《哈姆

雷特》剧本中的台词成为当下整形

美容市场的一个生动注脚。越来越

多不同年龄、不同经济背景的现代

人，为了变得更美更年轻，像购买

一项日常服务一样选择整形美容

手术。这种“美貌的神话”如何在消

费革命的推动下愈演愈烈？本书指

出，从芭比娃娃到韩流，美容经济

的背后是全球化背景下审美观的

折射；而女性对美的认知和身体实

践，则进一步呈现了社会文化史的

意涵变迁。

近日，作家王心钢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唐名

相》 作品研讨会在广东省作协举办。 本次研讨

会由广东省作协、韶关市委宣传部主办，专家和

作家共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

据悉， 王心钢潜心五年打造了这部长篇历

史力作，全面解读开元盛世最后一名贤相大起

大落的传奇人生，生动描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

期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风俗，以及他的人格魅力

对岭南文化形成的深远影响。 研讨会现场，多

位文学评论家围绕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唐

朝名相张九龄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等多个角度和

层面，对作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与会者认

为， 张九龄是为数不多的在政治与文化造诣上

都达到一定高度的岭南籍诗人宰相，然而，国内

至今没有一部记述张九龄的文学传记， 本书填

补了这个空白。

作家王心钢擅长写人物传记和长篇历史题

材作品，已有《张发奎传》《薛岳传》等面世，《大

唐名相》由花城出版社 2016 年出版，曾列入省

文艺精品创作与生产重点“双扶持”项目。

《掌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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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 你在书中介绍了很多与

人打交道的技巧， 但如果是特别擅长处

理人际关系的人， 在一般人印象里可能

是比较会 “江湖套路 ”的 ，因为很难分辨

到底他是真心还是技巧，对此你怎么看？

熊太行：

对，我们经常会遇到行事特

别得体的人，就会怀疑这人有没有诚心，

但我一直以来劝人， 如果我们一直可以

扮演非常周到和体贴的角色， 我们就可

以无限接近这个角色， 就是“人生导演

法”。 比如说礼貌这件事，有些小孩不喜

欢跟人打招呼，但父母会不断教育，要讲

礼貌， 经过强化后他真的后来变成一个

讲礼貌的的人，这就是无限接近，真假难

辨。 我觉得这种努力是一件好事，人们常

会说“治本”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我

相信“治标”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

我们可以帮一个人不断改善自己， 这种

事情就是有意义的。 所谓真心和技巧，我

认为真心要百分之百， 但技巧也要成系

数增长，当你有技巧的时候，你的真心就

能发出最大的力量。 同理， 如果技巧不

够，真心也会受损。

信息时报：你教大家处理人际关系，

自己会遇到人际关系的困惑吗？ 你是怎

么处理的？

熊太行：

当然也会， 比如有些人就

是不喜欢我， 觉得我的课很油腻， 我要

说服他们也很难，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有

意义， 你觉得没有意义， 我没有办法说

服你， 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对我满意，

但我可以做到内心自洽这种平衡。 大部

分年轻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就能变得

很强大， 这在我们掌控关系里还只是第

一阶段， 进阶的还有如何经营点对点的

关系。

现在年轻人对职场关系最多困惑

做到内心自洽，你就会变得强大

信息时报： 你在书中提到，“人际关

系”现在是一本书、一门课、一个专栏，以

后希望它变成一门越来越完整的学问 ，

一个学科”，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

熊太行：

我们在做案例库的建设和

研究，现在开始做一些专题研究，比如研

究大学生宿舍关系， 主要是通过案例的

分析，解读，深度访谈，还有测评。 希望将

来这不仅是一门课程，更能成为一门学问。

信息时报： 你觉得自己做人际关系

这门课程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熊太行：

我从事过新闻业，研读很多

历史传记， 发现了各种力量的关系博弈

最终都要落回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我也

见了许多人际关系上的风风雨雨， 在事

业单位里中过枪、踩过雷。 我忍受过委屈

和误伤，也见过复杂的职场算计。 很多来

找我的关系户同学都有困扰， 每个人都

不是完美的，他们可能会嫉妒同事，可能

会和领导之间有矛盾， 但这个时候要接

纳他们，给他们安慰，最有效的就是跟他

们共情，告诉他们能怎么办。 我很少讲道

德这件事，但我发现，如果我们讲策略，

最好的策略最后一定是符合道德和社会

良俗的做法。 我做的不是心理咨询，而是

关系治疗，心理咨询不会给人建议，但我

会给很具体的解决办法，实操性很强。 希

望大家都能通过这些课程成长起来。

希望将来“人际关系”能成为一门学问

快讯

王心钢长篇小说《大唐名相》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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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面在中日关系，甚至在日本

与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

角色？它如何成为今天风靡全球的

现代日本料理的象征？作者通过对

中日饮食历史的梳理研究，以及对

喜剧演员、餐饮业专家、娱乐经理、

拉面店主、食客和食品史学者的采

访，清晰再现了日本饮食文化的演

变脉络。而享有日本饮食帝国霸主

之位的拉面，其发展过程几乎见证

了日本各个时期的重大社会变

革———政治的， 经济的， 历史的

……这本书不仅为我们呈现了漫

长的拉面史，同时也呈现了吊诡有

趣的日本烹饪史和社会史。

《拉面：

食物里的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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