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it 8 人际关系（part 1） 

 

 

一、学习目标 

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学生将 

● 学习有关人情的一些中文表达法。 

● 了解有关中国人人情的一些做法。 

● 比较中美关于人情的不同做法。 

● 讨论人情文化带来的优缺点。 

 

 

二、课前预习 

 

第一部分：语言学习（Language Study） 

在中国，“懂人情世故”非常重要，下面是一些中国人常用的有关人情方面的俗语，先学

习再做后面的检测题。 

● 懂人情（世故）：人情世故指为人处世的道理，有时候简称“人情”。懂人情指见

识多，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 

● 不懂人情：见识少，不懂为人处世的道理。 

● 不近人情：不合乎人的常情。也指性情或言行怪僻。 

● 欠人情：人情这里指人和人之间的情义。欠人情指由于受了别人的帮助却不能回

报，从内心里觉得亏欠别人的。 

● 回报：在本单元里，它的意思是指报答，补偿其他人对自己的付出。 

● 感恩戴德：对别人给自己的恩惠和好处非常感激。 

● 知恩图报：得到别人的恩德，记得并知道要回报。 

●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帮别人，别人会帮你；你施恩于别人，别人会回敬于

你。 

● 过河拆桥：自己过了河，便把桥拆掉。比喻达到目的后，就把帮助过自己的人一脚

踢开。同义词是”忘恩负义“。 

● 没良心：良心指对是非的内心的正确认识，特别是跟自己的行为有关的。没良心指

不知廉耻的。 

●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礼节重在相互往来，如果只是单方面来往，不符合礼

节。 



● 内外有别，亲疏有别：圈子内部和外部应该有严格的区分，对待跟自己亲的熟人和

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人不一样。 

 

 

自测题： 

A. 我去找我朋友帮忙，结果他一口拒绝，这简直是太___________了。 

B. _______________，这样交往下来的朋友关系才能够地久天长。 

C. 上次他帮我搬家，到现在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总觉得__________。 

D. 他是一个__________的人，上次我把一个工作机会介绍给他，这次他刚领了工资就

请我去吃饭。 

E. 不是说__________，怎么每次过年过节都是我们给他送礼拜年，他从来不给我们回

过礼呢？  

F. 我们曾经给了他很多帮助，可是，今天他竟然___________，翻脸不认人。 

G. 跟妈妈吵架后，我想离开家，住到学校宿舍去，不跟妈妈打电话，妈妈找到我，骂

我说：“你就这么________，连你妈妈都不理了"。儿子终于找到了工作，母亲对

儿子叮嘱道：”你有今天的工作很不容易，你舅舅帮你找过关系，你发小帮你写简

历，你女朋友帮你练习面试，这些人情你记住，一定要______。”  

 

第二部分：文化实践——中国人的做法你知道多少？（Cultural Practice—How much do 

you know?） 

下面的这些做法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人情？自己先做一下，然后找 2-3 个中国人问

问： 

A. 你正在找工作，你哥们儿是一个公司的经理，你想让他帮你在他公司里帮忙谋一个

职位，他想都没想，对你说：“公司现在在招人呢，你去参加应聘，我们公司肯定

会考虑你的。” 

B. 你从小是被养父母养大的，养父母虽然没有太好的条件，但是，他们供你读完了高

中。后来，警察帮你找到了亲身父母。亲身父母为了弥补对你的爱，给你买这买

那，还给你安排了新工作。你搬到亲身父母那里去住了，只在过年过节去看望养父

母，平时几乎很少联系。 

C. 过年了，虽然你非常忙，你还是抽出时间带着老婆孩子，买了很多礼物去给比你年

长的各位亲戚去拜年。 

D. 你从导师那儿知道现在系里有一个到美国留学的指标，想到你的一个同学说过要到

美国去读书，你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了。他成功地得到了这个机会。离开中国

前，他专门提着一些礼物到你家里去感谢你。 



E. 你的徒弟很聪明，公司里有一个技术比赛，得奖的可以涨工资。你的徒弟很想得

奖，他找到你请求你给他辅导。你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辅导他。最终，他在比赛中得

了第二名。很快，他被提拔当了主任，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再也不来找你了。 

 

 

三、课中学习 

1、检查学生课前预习结果：（1）检查词汇学习的情况；（2）讨论上面五种情况是不是

有人情的表现，也邀请在场的中国人一起讨论。（3）请中国朋友分享一两个他们自己看

到或者听到的有关“有人情”或“没人情”的例子。 

然后，一起讨论“什么是人情”的话题。老师做一个小结。等一会儿做后面的阅读的时

候，再做比较和进一步的探讨。 

 

2、看图说语言： 

 

 

 



 

 



 

 



 

 

 



 

 

 

 



 

 

 



 

 

 



 

 

 

 

 



 

 

 

 



 

 

 

3、看看下面视频中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刮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3i7HFN-MgU 

55:17-56:58，大伟对老板不为他说好话的做法非常生气；可是，老板认为

说真话比朋友友谊更重要。 

1:05:33-1:08，爷爷为了儿子找到老板，把真相告诉了他。只到这时他才知

道大伟为了自己在法庭上自己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推手》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nKZimcbSAZA/ 

55:08-56:16，老爷子散步不见了，儿子着急，到处找。儿子对妻子说父亲

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作为妻子就应该像照顾家人一样照顾他。 

87:04-87:22，一同打工的工友帮助老爷子洗碗。 

《喜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1MzY5OTM2.html 

31:20-32:48，伟同的妈妈给未来的儿媳妇威威见面礼。 



37:00-38:30，伟同要下午简单结婚，他的父母不同意，认为结婚不能太草

率；另外，父母收了很多彩礼，觉得太简单不好和亲朋好友交代。 

50:44-52:50，婚礼前先跪谢父母，父母给红包，说一些嘱咐的话，如“托

付给你了”，新娘吃莲子汤，意为“早生贵子”。 

《饮食男女》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2smleb 

16:00-17:38，二女儿买了房，要搬出去住，大姐害怕爸爸有什么想法，为

此，姐妹几个有不同的看法。 

19:13-20:23，锦容姐给大姐说自己的妈妈要从美国回来了，因为和妹妹住

不到一起；大姐也提到了自己以后会和爸爸住一起。 

《孙子从美国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BEo6OV4fI 

17:17-21:12，爷爷找王站长要牛奶，王站长给挤了牛奶，爷爷要给钱，王

站长不要。孙子把牛奶洒了，爷爷又来找王站长要，王站长要还钱给爷爷，

爷爷不要。王站长给爷爷提皮影戏的事情，爷爷打岔婉拒了。 

《喜福会》http://my.tv.sohu.com/us/67586053/23599331.shtml 

2:50-7:22，Rosey 的外婆做了别人的小老婆，回到家里，被父母斥责和驱

赶，因为他们不想被周围的人瞧不起。为了救自己妈妈，Rosey 的外婆割破

自己的胳膊，流出血让自己的妈妈喝，试图挽救妈妈的性命。Rosey 的外婆

要把自己的孩子带走，外公外婆不同意，因为担心外孙女会被人瞧不起。 

《铁与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IbalP7dj8 

36:50-40:25，一个学生邀请我去他家。我带着大提琴去了。大家在一起坐

坐，我弹着琴，其他人却各做各的事，有的聊天，有的做针线活，好像根本

没听我弹琴。我停下来，我的学生告诉我继续，大家其实是在欣赏我的音

乐。（中国人会很随便对待自己的朋友） 

《纽约客@上海》

http://www.dailymotion.com/video/x2rbmqe_%E7%94%B5%E5%BD%B1-%E7%BA%BD%E7

%BA%A6%E5%AE%A2-%E4%B8%8A%E6%B5%B7-%E4%B8%BB%E6%BC%94-%E4%B8%B9%E5%B0%BC

%E5%B0%94-%E6%B5%B7%E5%B0%BC-%E4%BC%8A%E4%B8%BD%E8%8E%8E-%E5%BA%93%E4%BC

%AF-%E8%80%BF%E4%B9%90-%E6%9C%B1%E7%8F%A0-%E9%98%BF%E5%85%B0-%E5%8D%A2%E

5%85%8Bpart2_shortfilms 

24:40-25:56，Sam 找到了林先生，如果要告他，需要好几周的时间。Sam 需

要尽快解决问题，朋友给他出主意找关系就行。刚好雇员阿光有关系。 

   

 

 



 

4、阅读下面文章，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的人情。思考这几个问题： 

● 中国人常说的“人情”到底指什么？ 

● 关于“人情”的说法或者表达法你能说出五到八个吗？ 

 

中国人的人情 

人情在中国文化中非常普遍，中国人也常自认为是重人情的民族。可是，人情看不

见、摸不着，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情呢？ 

“人情”有四种不同的含义，第一，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如“人之常情”。第

二，指人们在社交中的恩惠和情义，如难得的机会、支持等，“做个顺水人情”、“卖个

人情”、“求个人情”，即是这个意思。第三，也指人们在社交中赠送的礼物、金钱等物

质，如“送人情”、“还人情”、“欠人情”、“人情债”等。第四，人情还指人与人之

间的相处之道，如“懂人情”、“人情冷暖”、“世态人情”、“人情世故”、“风土人

情”、“尽人情”、“讲人情”。当我们说此人“不通人情”时，实际上是说，此人不懂

得如何与人相处，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相反，如果我们说此人“人情练达”或“通情达

理”，则是指此人善于待人接物、懂得人与人的相处之道，这便是一种赞美。 

中国人的人情是有来有往的，因为“有来无往非礼也”。具体表现在这样三个方

面：互相帮助、随份子、经常往来。“互相帮助”就是有事时大家互相帮助，这次你帮

我，下次我帮你，慢慢的相互就有了人情；“随份子”最初是一种凑钱的方法，也称”份

子钱“、“凑份子”、“随礼”。比如有人要结婚了，亲戚朋友随上一份钱给予帮助。后

来演变为参加婚宴时给新人红包。现在不管什么情况，婚丧嫁娶也好，乔迁升职也好，甚

至是生孩子、考上大学，都要随份子。“经常往来”则是指人们之间经常走动，保持一种

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后，不管是那一方有事，就是不用吱声，另一方也会主动上门

给以帮助。 

由于中国人是通过“人情”建立关系的，人情在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你来找我“讨/求个人情”，我“卖/送个人情”，一来一往，就有了”欠人情

“。中国人一般不愿意”欠人情“，因为欠别人“人情”比欠别人钱财在心理上的负担还

要重。为什么呢？因为“钱债好还，人情债难还”。因此，中国人如果“欠人情”，一定

会想法设法去“还人情”，因为“你进我一尺，我进你一丈”，回馈才是知恩图报的做

法；如果不”还人情“，会被人认为是“不懂人情”。 

 

补充阅读： 



Gao, G. & Ting-Toomey, S. (1998). Chinese personal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processes (pp. 23-34).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Chines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Hu, W., Cornelius, G., & Zhuang, E. (2010). Make friends with the Chinese (pp. 

47-62). Encountering the Chinese: A modern country, an ancient culture.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 

 

 

看完上面文章后，请学生回答前面提出的两个思考问题。 

● 中国人常说的“人情”到底指什么？ 

● 关于“人情”的说法或者表达法你能说出五到八个吗？ 

 

然后，和被邀请来的中国人一起讨论一下下面的话题： 

A. 北京的好学校很多，孩子一般都能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但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一

流学校，就得跨区域上学，这时就要托关系找熟人帮忙，虽然择校费还是免不了，

但是不托熟人关系，就是拿钱也不一定能如愿以偿。托熟人找关系，空着手肯定不

好意思，摆下饭局请人家吃饭那是最基本的程序，送礼更是少不了的。托了关系，

就欠了人情，以后人家有什么事情找到你，你自然就不好拒绝。 

问题：（1）中国人为什么要择校？为什么要交择校费？你觉得合理吗？（2）为什

么中国人交了择校费还要给人送礼？（3）“托关系”的时候送过礼了、也请吃饭

了，为什么还认为是“欠了人情”？ 

B. 小孙买体育彩票中奖 100 万元，这个消息上了电视，很多亲戚、朋友、同学、同事

都来表示祝贺，为了感谢他们，他总共花了 5万块钱用于请客吃饭；同时，很多亲

戚朋友也用各种理由来找他借钱，小孙碍于面子，前前后后借出去共 60 万元；另

外，听说小孙发了财，不少亲戚、朋友、同学到他所在的城市游玩，大多白吃、白

拿、白住，最后，小孙所剩无几、身心疲惫。 

问题：（1）别人来祝贺小孙，小孙为什么要请他们吃饭？说一句”谢谢“不就可

以了吗？（2）亲戚朋友借钱，小孙为什么不拒绝？（3）别人到他那里白吃白住白

拿，小孙为什么不拒绝？（4）如果你中奖得了一百万块钱，你会像他一样吗？你

会怎么处理？ 

C. 小王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一个月工资 2500 元。一星期前他结婚，摆婚宴请了很多

朋友，其中一个朋友送了 400 元的礼金。一个星期后他收到这个朋友的生日请柬，

他必须得去。“如果不去，交情就可能就此终止。‘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送了



400 元，我得送 600 元，不能比 400 元少，人嘛，还有个面子问题呢。” 刚参加

完这位朋友的生日宴，公司经理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小王又随了 400 元的礼。不几

天，一个同事的父亲去世了，他又随了 200 元的礼。接着，一个哥们的儿子办满月

酒，他又送了 500 元的礼。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小王就已经送出去了 4份礼，共

1700 元了。他感慨道：”这个月还剩 800 元钱，怎么活呀？“ 

问题：（1）小王的工资不高，为什么还要送这么多礼？（2）如果你是小王，你会

怎么办？（3）和在场的中国嘉宾分享一下，美国人遇到上面的情况会怎么做？

（4）一起讨论一下：美国的这种做法在中国行得通吗？为什么？ 

 

三、课后巩固 

预习下次课上要阅读的文章： 

中国人复杂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的关系网虽然复杂，但是大致分为三种，这三种关系有内外之分、亲疏之

别。首先，处在最核心的是血缘关系，即家人和亲戚，这种关系属于“内”和“亲”的范

畴。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都会互相照顾，无条件地付出，一般不讲回报。如果发生不和，大

家也都能互相包容，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第二种关系是熟人关系，如朋友、同学、邻居、

同事和同乡等。熟人之间虽然会互相关照，但是，关照一般都是有条件和需要回报、需要

用人情来维护的。第三层关系是生人关系，即不认识的、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生人 属于

“外”和“疏”的范畴，因此，生人之间往往不留情面、公事公办。 

在这三种关系中，血缘关系是最稳定的，生人关系最不稳定，熟人关系处在中间。

中国人都会尽力维护血缘和熟人关系，因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除此之外，

中国人也会努力把生人关系变成熟人关系，“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目的是把事办

成。比如，中国人办事喜欢“靠关系”，往往“凭关系”才能好办事；如果跟上头“没关

系”，就要想方设法托熟人去“找关系”，通过送礼或者交易去“搞关系”，搞好了关系

就能成为“关系户”，成为熟人关系，这样才能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事情才好办成。中

国人认为，随着熟人圈子不断发展和扩大，”人脉“多了，关系网大了，办事成本就会越

来越小，因为“人多好办事”嘛。 

中国人为什么要讲究关系呢？这跟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其中，血缘关

系是最重要的一环。血缘关系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父子之间要互尽义务，即父母要管教和

抚养子女，子女要“孝顺”和“孝敬”父母。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骂为“不近人情”、

“六亲不认”。 

其次，中国文化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文化，群体意识很重。因此，群体中的人际关系

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关系不好，大家不愿意帮忙，那么就容易成为孤家寡人，孤立无



援。若是人际关系良好，大家都乐于帮忙，那么不但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而且个体获益

必然更大。中国人由近及远建立关系，目的在于通过团结众人的力量，来达成预期的目

标。 

最后，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受道家“和”的思想的影响，“和气生财”，“家和万事

兴”。道家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要互助互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

会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那么整个社会就会达到和谐有序。因此，中国人非常注重平衡各

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