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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蔡康永一起“找自己”

记者： 创作这本书最初的动力

是什么？

蔡康永：我写这本书的动力，真

的是因为不管我在哪个场合， 身边

好多人的困扰都来自于别人的期望

他们做不到。比方说，爸爸妈妈叫我

们不要离家太远， 爸爸妈妈叫我们

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爸爸妈妈叫

我们念这个学校不要念那个学校。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 被爸

妈称赞说你这个孩子真乖，真听话。

“听话”两个字，成了我们人生的魔

咒。我们会觉得，让爸爸妈妈开心的

唯一方式不是实现我们自己的标

准，而是依照他们的标准，也就是听

话才是一个好孩子。 如果人生都一

直活在这种被别人情绪勒索的情况

下， 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到所谓的做

自己，而不是做听话的孩子。这个是

我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原因。

记者：继《说话之道》后又出版

了新书《情商课》，这两本都是指南

类的实用书籍， 为什么会偏爱这一

类主题呢？

蔡康永： 我其实也写过非实用

类书籍， 这类书籍主要是希望能够

激发大家的想象力，而实用类书籍，

更能在生活帮上大家。 这次写情商

主题，我其实也花了很大力气，因为

要先对付完自己的问题， 才有信心

解决大家的问题。 大家千万不要误

会，我自认为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其

实我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 情商是

一个陪伴我们非常有力量的东西。

很多人误会情商是阉割自己的

情绪，让自己变成一个五官模糊，没

有情绪，永远微笑的人。我的书里对

情商的定义完全不是这样， 为什么

书名叫做《为自己活一次》，就是我

们必须摸索出来自己是什么样的

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才能够根据

这个去定义我们真正理想的情商是

什么状态，而不是根据传统的定义，

让我们变成一个八面玲珑， 手段圆

滑的人，那个不是情商高，只是很懂

得在社会上的生存之道而已。

记者：这本书一直在强调，为自

己活一次，有没有真实的案例？

蔡康永： 真实的案例， 俯拾皆

是。 我碰到的好多人都说他们希望

人生能够做自己。 可是当我问他什

么，什么叫做自己的时候，他们都有

一个非常奇特的答案， 比如说环游

世界。当我真实地问他，你真的想要

环游世界吗，结果那个人回答说，其

实也没有啦，就是随便讲讲而已。所

以到底所谓的做自己意味着什么，

如果要许这个愿望， 我们总得知道

许什么样的愿望才有实现的可能

吧。所以这本书是在提醒大家，我们

在实现愿望之前， 可能要先摸索出

来什么才是我们自己。

记者：跟情商高的人相处，就一

定会觉得舒服吗？

蔡康永：我觉得不一定，有些人

情商很高，可是还挺难相处的，因为

他太做自己了。那个人会觉得，做自

己是他最舒服的状态， 所以他把自

己放在前面， 而不是把跟我们相处

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我觉得他真

正的体会到了他自己的需求比别人

对他的期望更重要。 可能有人会问

说，你写这样的书，不是鼓励大家都

不顾别人的感受吗？但我觉得，很多

读这本书的人其实经常在委屈自

己，如果他已经做自己做得很好了，

就不需要读这本书。

记者： 修炼情商对艺人来说是

很困难的事吗？

蔡康永：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

困难， 光要做到对自己不要敷衍了

事，要诚实，就已经很困难了。 娱乐

圈的明星们很容易被巨大的喜爱包

围，然后有可能会误判人生，活下去

的依据到底是什么？ 是这几千万人

对你的喜欢吗？ 是你演的电影所带

来的票房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回归

到一般人的状态去， 他还是要面对

所有的喜怒哀乐， 他的情商跟一般

人的追求，应该是一样的。

记者：你一直说要做自己，现在

的自己是您想要的吗?

����蔡康永：我必须要说的是，我一

直觉得愿望不要真的完全实现比较

好。 因为这样活下来的时间才有事

情可以做。书里面讲到，我希望自己

可以更平静，更懂得享受喜悦，而不

是享受快乐。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做

到，所以还是要继续的练习，练习之

后， 如果还是有矛盾， 那就继续练

习，这是活下去的动力吧。

记者： 请问好莱坞这些超级英

雄中哪一个情商最高，为什么？

蔡康永：所有的超级英雄当中，

谁的情商最高呢？ 我花了一点时间

想了一下， 我觉得是蜘蛛侠的情商

最高。 因为他是所有超级英雄当中

最没有膨胀， 没有因为超能力而感

觉自己是救世主，没有黑暗的过往，

当他发现对亲人不够重视而导致了

亲人被忽略后， 他就努力弥补这一

点。我觉得懂得学习，懂得从失去当

中去培养更多的能力， 这个是情商

非常高的表现。

记者： 请问康永老师有没有面

临过什么社交困境？

蔡康永： 我跟小 S 一起主持

《康熙来了》的时候，经常遭遇各种

社交困境。各式各样的来宾、各式各

样的个性、各式各样的风格，我们有

时候措手不及， 有时候觉得很难对

付， 而且我们应对的过程观众都看

在眼里。有时候有点狼狈，有的时候

有一点好笑，有点荒谬，那些全部都

是我们在社交生活当中也会遭遇

到。情商并不是超凡入圣的表现，不

是头上戴了一圈光环， 什么问题都

解决。 而是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面的

喜怒哀乐， 而且能够在当中找到自

己生活下去的依据。

我觉得这本书要传达的很重要

的一件事情是不在于控制情绪，而

是要能够安顿情绪， 意思是有些不

值得有反应的情绪就让它自生自

灭，让它出现让它消失，而不要用我

们有限的心力去应付那么多不必要

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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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课难学

唯有蔡康永可教

80 后了解蔡康永， 多是蔡康

永的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90

后、00 后喜欢蔡康永则更多是通

过网络综艺节目《奇葩说》精彩

的总结和回答。 无论那档节目，蔡

康永表现出的高情商以及文化内

涵， 还有对于人的心理的把握都

很到位，也让人印象深刻。

在节目中， 蔡康永不同于别

的嘉宾有高谈阔论，他的阐述观点

娓娓道来，但是又能说到说到大众

心理。 在《蔡康永的情商课：为自

己活一次》中，他以认知心理学方

面的学术观点作理论根基，讲述的

实例的都是真实具体的生活场景。

在情商课中提炼了 5种核心能力，

包括：情绪管理力、个性塑造、态度

养成、领导力，以及个人魅力。无论

你在社交、家庭、爱情和职场等所

有场合，能遇到的所有你认为与情

商相关的困惑，都可以通过这 5 种

能力得到化解。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

即文章。 康永哥的收放自如，源于

他多年的江湖历练。 就像很多看

过书的读者评价：情商课难学，唯

有蔡康永可教。

既是情商小故事

也是心理硬知识

久未出书的蔡康永， 在被问

及《蔡康永的情商课》与《蔡康永

的说话之道》的不同。 他说最大的

区别在于，“说话之道” 是初入职

场的入门读物，而情商课则是在职

场站稳脚跟的一把利器。谈及这本

书写作的初衷， 蔡康永说：“如果

你不愿被愤怒、悲伤、沮丧、嫉妒等

负面情绪控制，如果你希望在彰显

自己时不冒犯别人，照顾他人时不

委屈自己，如果你想在职场和情场

都如鱼得水，如果你希望摆脱小透

明、边缘人的标签，这本书都值得

一读。 ”

继《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热销 4,000,000册后，蔡康永再

次为读者奉上 “内心强大之

道” 。 他的新书《蔡康永的情

商课：为你自己活一次》保持

了蔡康永一贯对于情商的独

到见解。 在他看来，情商是应

付一切人际关系的总和，情商

真正的意义，在于能够愉快地

做自己。 蔡康永说，很多人说

要做自己，只是说着玩的。 首

先要弄清自己，才能愉快地做

自己啊。

新书用结合朋友圈中的

真实生活事例，开启了中式情

商课先河。 作为一本基础无门

槛的情商急救手册，该书用故

事讲道理，趣味十足，干货满

满，图文并茂，金句频出。

2018年新作《蔡康永的情商课：为你自己活一次》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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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愿望要追寻，人生才有意义

“《刀尖》才是我愿意坦然承认的第一

部真正意义上的谍战长篇。 ”日前，作家麦

家的这部谍战长篇修订新版以《刀尖 1：阳

面》《刀尖 2：阴面》两册精装推出。

在相继出版 《解密》《暗算》《风声》

并大获成功之后，2011年，麦家用三个月的

时间完成了 30 万字的长篇《刀尖》，并分

上下部出版。 这部匆促之下写就的有些粗

糙的长篇出版后引来一些读者的批评。 麦

家 2016 年在撒贝宁主持的《开讲啦》节目

中坦诚地回顾了这次写作， 承诺要重新对

这部作品进行修改、再创作。 日前，麦家大

幅修改 30%内容的全新版《刀尖》问世。

据出版方介绍，《刀尖》根据真实历史

事件， 忠实还原了中共王牌特工尘封七十

年的传奇故事。 所有理想和情感纠葛，被抑

制的爱情、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

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

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和百转千回的人

物命运，也让小说《刀尖》吸引了一线大导

演的目光，曾成功改编拍摄电影《风声》的

高群书将亲自担任编剧导演。 据了解，该片

由曾主演《红海行动》《追凶者也》等片的

演员张译主演， 目前已完成拍摄， 预计于

2019年上映。 徐毅儿

麦家《刀尖》

修订版上市

《4� 3� 2� 1》

（美）保罗·奥斯特 著

李鹏程 译

九州出版社

2018年 11月

1947年 3月 3日，露丝和斯坦利唯一

的孩子阿奇·艾萨克·弗格森出生了。 从那

时起，弗格森的生活展开了四条彼此独立

的平行路径， 四个男孩是同一个男孩，由

同样的 DNA造就， 却沿着四种轨迹经历

了四重的人生。 一部全景式的社会写实作

品，关于传统、家庭、爱情和现代生活，关

于自我的禀赋与人生的可能性。

蔡康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18-11

《料理图鉴》

[日]越智登代子 著

平野惠理子 绘

后浪 丨 湖南美术出版社

杨晓婷 译

2018-9

畅销日本 30年， 销量过百万的厨房

百科。

烹饪术语、烹饪用具、食材挑选与调

理、 饮食安全与健康……本书用 3000 多

幅手绘插画和 1500个料理秘诀， 加上许

多人气餐点、酱汁的小做法，任何人都能

轻松完成，让做菜变成一件简单而且充满

乐趣的事！

胡亚妮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