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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视域下商务英语谈判
措辞及话语技巧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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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商务英语谈判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商务英语谈判，谈判双方是基于双赢的目
的，通过协商或协议的形式达成合作意向。谈判过程中应遵循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礼貌待人，合理坚持，灵活
应变，措辞得当，表达清晰的原则，恰当地应用委婉表达、隐喻表达、模糊表达、得体表达、幽默表达等技巧，坚
持诚信友善，换位思考，把握幽默尺度，认识到太极之间有乾坤，做到圆通不圆滑，灵活不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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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Skills of in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Negotiation in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Belt And One Ｒoad”
YU Xuanpu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chang Teachers College，Nanchang，Jiangxi 330000，China）

Abstract： The business negotiation in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Belt And One Ｒoad”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in English，Chinese representatives should concern
national interests，obey principles such as seeking sameness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being polite，reasonableness，flexibility，expressing appropriately and clearly，etc． ，
properly applied word skills such as euphemisms，metaphors，fuzzy，humor，etc． ，insist on honesty
and kindness，learn empathy，grasp the humor scale，and recognize there is the universe in Tai Chi，
with being experienced but not being slippery，flexible but not stubborn．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Ｒoad”； Business English； negotiation； word； skills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 在对外公文中，统一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英文全称译为“the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 Century Maritime Silk Ｒoad”，“一带一路 ”简称
［1］
译为“the Belt and Ｒoad”，英文缩写用“B＆Ｒ”表示。） 。 “一带一路 ”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
100 多个城市，涉及近 30 亿人口，被认为是“世界上
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 沿线包含 40 多个国家、

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这项国际性战略将极大地方便参与国的交流 ，对重振世界经贸
交流将起到重要作用。相对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交流合作范畴要大得多，“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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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贸易、金融、交通、基建或首先受益”。 加强国际间的全方位合作离不开商务谈判，商务谈判是指不同
的经济实体各方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满足对方的需要 ，通过沟通、协商、妥协、合作、策略等各种方式，
［3］

把可能的商机确定下来的活动过程 。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商务英语谈判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商务英语谈判 ，传统意义上的商务英语谈
判是穷尽自己一切资源与能力争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是利益博弈的过程。 然而，“一带一路 ”的合作
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通过谈判 ，而是通过协商或协议来达成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发展合作方式。
我们要牢记的是谈判对方是自己潜在的合作伙伴 ，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双方的合作，而不是压倒对方，最
终双方都各取所需，达到双赢的目的。 当然，谈判双方心里都清楚，这个“双赢 ”并不是绝对平均的，肯
定有一方赢得多一些，一方赢得少一些，本文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在双赢的基础上，应用恰当的技巧为自
己赢得多一些。
［例 1］China and Australia on Monday signed a declaration of intent on practically concluding bilateral
negotiations on a free trade agreement．
（ 中国与澳大利亚周一就实质性结束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签署了意向声明 。）
例 1 中的“free trade agreement（ 自贸协定） ”意味着双方受益，事实上，中澳自贸协定生效之后，澳洲
的乳制品（ dairy products） 将在四年内实现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 （ tariff － free access to Chinese market） ； 另
外，园艺产品（ horticultural products） 、海鲜 （ seafood） 等产品进入中国的关税也将在 2019 年降为零，而中
国也将取消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产品的关税 。所以，“ 一带一路 ”视域下的谈判，双方既要考虑本公司企
业和国家的利益，即为自己多赢一些，又要顾忌对方的利益，即让对方得到想要的。要“求同存异、兼容
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and drawing on each other’s
［4］
strengths，so that all countries can coexist in peace for common prosperity） 。”
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商务
英语谈判中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 （ 1） 求同存异，互利共赢； （ 2） 礼貌待人，少说多听； （ 3） 合理坚持，灵活
［5］
应变； （ 4） 措辞得当，表达清晰。 此外，恰当地运用商务英语话语技巧是谈判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 话
［6］（ p1125）

语是指运用中的语言，其构造单位相当于句子或大于句子的言语作品 。
路”视域下的商务英语谈判中如何巧用话语 。

本文重点讨论在“一带一

一、巧用规范语，正式且得当
话语释放了主体的意图，涵盖了主体的潜在行为，在国际交往和谈判中使用较为正式的官方语言是
非常重要的，用词不当的直接后果便是“被误解”，甚至可能导致谈判失败，如在提到“一带一路倡议 ”概
念时，“倡议”一词官方多用“initiative”表示，且使用单数，不使用“strategy”、“project”、“program”、“agenda”等措辞，在非正式场合中，“一带一路倡议”也可翻译成“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或“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Ｒoad initiative”，又如“国际性合作倡议”的官方规范译文为“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谈判中不仅要尽量使用正式、规范的官方语言，而且措辞要“润”、“圆 ”，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棱角
的字眼，如众多媒体在描述“一带一路 ”的对外经贸策略时，提到“西南战略大通道 （ southwest strategic
thoroughfare） ”、“桥头堡（ bridgehead） ”和“西进（ going west） ”等概念，这些译文充满着“竞争”、“占领 ”、
“夺取”的意味，容易引起合作伙伴的敌意，其结果是印度对“southwest strategic thoroughfare”很警觉，担
忧中国会损害印度国家利益； 东盟国家对“bridgehead”也很警觉，认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因素 ； 俄
［7］
罗斯则对中国的“going west”非常担忧。 如果谈判一方使用了诸如“combat ”此类的措辞，那么，另一
方就会立即警觉起来，认为谈判对方不怀好意，妄想掠夺他方资源，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是难以达成合
［8］
作协议的。 所以，地方政府和企业与“一带一路”沿途各国进行商务合作项目谈判时 ，尽量避免使用战
略性的字眼，用“软力量 ”取代“硬力量 ”，让对方感觉到我方的诚意，了解我方的目的—双赢。 由此可

见，用词得当是谈判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我们可以预测到，“一带一路 ”沿途各国进行商务合作项目
谈判时，双方必然会站在各自的利益角度 ，彼此话题的兴趣点也不尽相同，双方应尽量态度谦逊、话语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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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措辞得体、手法含蓄，这样，才能顺利达成协议，签订合同，最终谈判完美收工。
商务英语谈判是以开放性的国际主体为对象，“一带一路”将北美、西欧、东亚这三大世界经济中心
［4］
连为一体，塑造了世界地缘经济 （ geo － economy） 的新格局， 其沿线 40 多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消费习
惯、贸易习惯千差万别，谈判者常常会面临不同国家之间有着不同文化 、习惯的阻碍。 为了减少谈判过

程中可能会遇见的障碍，就必须做好事前的准备工作。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对可能出现的
问题和障碍进行预测，并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方案。这样，即使出现了问题和阻碍也不会导致谈判的直接
［9］

破裂，而是在不断的调整和协调中达成最终的合作目的 。

二、巧用礼貌语，退让有分寸
既然是谈判，双方就难免讨价还价，即便是想争取多赢一些也要注意谈判的技巧性 ，要讲究礼貌，要
1983） 。
让对方觉得是我方在“退让 ”。 利奇认为礼貌是“为建立和维护集团存在的行为方式 ”（ Leech，
他提出的礼貌原则为： （ 1） 得体准则； （ 2） 宽宏准则； （ 3） 赞扬准则； （ 4） 谦虚准则； （ 5） 赞同准则； （ 6） 同
［10］
情准则。 如果谈判桌在我方，我方应尽量营造轻松、友好的谈判气氛，如搬软沙发给对方坐，泡好一杯
对方爱喝的饮料等。应尽量方便对方，细心观察对方举止表情，并及时给予回应，如观察对方的冷 / 热，
再决定是否开暖 / 冷气等。在回答和提问时注意措辞友善，控制语速、语音，表情放松，态度诚恳，了解对
方真实意图，表现出尊重与礼貌； 如果谈判桌在对方，我方应小心被对方的热情迷惑，不能被对方牵着鼻
子走，要保持冷静，以免“兴奋成交”或“客气让步”。在谈判过程中切忌言辞过激或追问不休 ，以免引起
对方反感甚至恼怒。商务英语中表示礼貌的方法很多，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委婉表达法、隐喻表达法、模
糊表达法、得体表达法、幽默表达法等都是遵循了交际中的礼貌原则 。例如：
［例 2］A： I give you 10 percent discount as far as the goods concerned．
（ 这批货，我方给贵公司 10% 的折扣。）
B： You can obtain 10 percent discount as far as the goods concerned．
（ 这批货，贵公司可获得 10% 的折扣。）
2A
虽然例
和例 2B 的内涵意义相同，但由于它们的话语角度不同，故其实际意义是有微妙区别的。
例 2A 强调“I”的利益，言下之意是： 我只能给你 10% 的折扣； 而例 2B 则是从“You”的立场出发，潜在的
台词是： 我方可以给贵方让利 10% 。例 2B 的技巧在于： 谈判对方的利益被人为前置、放大，而自己的利
益则被人为后置、淡化，表达了礼貌、诚恳、友好的谈判态度，即便是我方预设的让利额度，也让对方觉得
有一种谈判成功的喜悦，觉得得之不易，起到迷惑对方的作用，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很容易达成意
［11］

见一致。

三、巧用委婉语，润滑免尴尬
外教社·柯林斯英汉双解学习词典给委婉语 （ euphemism） 下的定义是： Aeuphemism is a polite word
or expression that people use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unpleasant or embarrassing，such as death or
sex． ［12］（ p261）
“euphemism（ 委婉语） ”源自希腊语“euphemisos”，词头“eu － ”的意思是“good or sounding well（ 好或
听起来好） ”，词干“pheme”的意思是“speech（ 言语 ） ”，整个单词的字面意思是“words of good omen（ 吉
［13］
言） ”或 “good speech（ 优雅动听的言语） ”。

恰当地应用英语委婉语于商务英语谈判中有助于谈判对方愉悦感的产生 ，往往会获得意想不到的
谈判效果，委婉语在商务英语谈判中的表达方法灵活多样，可起到“润滑剂 ”的作用。 当遇到用直接表
达会使人感到不愉快的情况时，可以借助于双方乐于接受的委婉表达法 ，以避免彼此尴尬，留有回旋之
余地。商务英语谈判时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 话语虽然正确，但却令谈判对方难以接受，话语沟通遇
挫，如采用委婉的语用策略，则会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余意尽在不言中”的效果，让人领会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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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例 3］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ct terms，we can agree to the first three points．
（ 就合同条款而言，我们可以同意前三点。） ［14］（ p167）
例 3 的言外之意是： We can’t agree to the remainders． （ 其余的我们不同意。） 这是一种委婉的语用否
定策略，说话人同意部分条款，同时委婉地拒绝谈判对方提出的部分条款 。 相对于生硬的拒绝，这种委
婉的语用否定策略显得更有技巧性 ，对方比较容易接受。
［例 4］You should have put forward this move much earlier．
例 4 采用了虚拟语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其言外之意是： You should not change the program
so late． 在商务英语谈判时，如遇到不宜直言的情况时，可以采用例 3 和例 4 这样的委婉表达法，做到圆
［15］
而不滑，润而不弱，雅而不媚，善而不懦，这样，谈判双方就能愉快地达成合作协议 。
通过例 3 和例 4，我们发现，委婉语在商务英语谈判中能起到润滑、缓和、调剂、给面子和示友好的
作用。委婉表达法常用的句型有： I’m afraid，I’m not sure，we regret（ to say） （ not） ，we are sorry（ to say /
tell you） （ not） ，we don’t think 等。例如：
［例 5］A： I’m sorry to tell you that most of the goods you sent us can’t reach the standards you have
promised．
B： Most of the goods you sent us can’t reach the standards you have promised． ［16］
［例 6］A： I’m afraid we can’t go along with that suggestion at all．
B： We can’t go along with that suggestion at all． ［14］
与例 5B 和例 6B 相比，例 5A 和例 6A 则显得柔和、委婉、友好，“I’m sorry to tell you that． ． ． ”和“I’
［17］
m afraid． ． ． ”像是一剂润滑剂或缓冲剂，使话语不再显得突兀、生硬、责备和冒犯。
另外，在商务英语谈判中常用过去时态委婉地 提 出 请 求，以 示 礼 貌、客 套，常 见 的 表 达 方 式 有：
“Could you． ． ．”，“Would you． ． ． ”。常用 “I wanted． ． ． ”和“I was wondering”代替 “I want”和“I am wondering”，这是因为用过去时态代替现在时态会显得更委婉 、更客气。
［例 7］Would you please let us know by return of post the earliest vessel leaving London for New Zealand，and let us have your charges and the relevant documents？
（ 请回执我方，告知从伦敦去新西兰的最早班轮，以及你方收费标准，并请寄来相关单据，好
［18］
吗？ ）
［例 8］We wanted to know whether you can accept all our requirements．
（ 我们想知道你是否可以接受我们所有的需求 。）

四、巧用模糊语，掌握主动权
1972 年，美国语言学家 G． Lakoff 在《模糊限制词： 语义标准及模糊概念的逻辑 》（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 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模糊限制语 ”这一概念。 他把“模糊
限制语”定义为： “是一些有意把事物弄得更加模糊或更不模糊的词语 。”商务英语的模糊性及其语用功
能在商务谈判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谈判者使用“模糊限制语 ”的目的是避其锋芒，弹性回答，争
取时间，事后决断，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语义视域下的“模糊限制语 ”可分为五类： 表示程度、表示范围、
［19］
表示数量、表示质量和表示方式。
［例 9］A： Here’s our inquiry list． Please quote us your lowest price，CIF San Francisco．
（ 这是我们的询价单。请给我们报旧金山到岸价的最低价 。）
B： I’ll look into your requirements first and let you know our firm offer tomorrow． You’ll surely
find our price very favorable．
（ 我先把询价单研究一下，明天报实盘给您。您会发现我们的价格是非常优惠的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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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 应用了程度型模糊限制语。通常而言，在谈到价格时，谈判双方应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
例 9 中我们可以看出，谈判 A 方要求报“最低价（ lowest price） ”，而 B 方并没有立即报价，采取拖延时间
的办法，只是用了一个程度副词“very”，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不了解市场价格行情，或是要向上级汇
报、商量，这时采用模糊语言既可以表明自己的诚意 ，又争取到了商量的时间，还保全了双方的面子，使
得谈判得以顺利进行。在商务英语谈判中还常用 partly，pretty，fairly，quite，somewhat more or less 等程度
［20］
副词来表明说话者的态度。
［例 10］A： Where are the raw materials perchased from？ （ 原材料从哪里买？ ）
B： Somewhere from the east part of Yangze Ｒiver Delta． （ 在东部的长江三角洲）
例 10 应用了范围型模糊限制语。在例 10 中，B 方使用了一个表达模糊概念的词 “somewhere”，他
没有明确说出采购地点，说明 B 方不便透露，A 方也就不好再问下去。 如果 B 方选择沉默，显然是下下
策，用一个表达模糊概念的词 “somewhere”，消除了双方的尴尬。
［例 11］We propose partial shipment． We can ship whatever is ready to meet your urgent need instead of
waiting for the whole lot to get ready．
（ 我们建议先发部分，我们可以先装运现已生产出来的货物以解你们的燃眉之急 ，而不是等
到所有的货物都备齐才发货。）
例 11 应用了数量型模糊限制语。谈判一方建议先发一部分货物，以帮助另一方解决燃眉之急，谈
判一方使用了表达模糊数量的字眼“ whatever is ready ”，充分体现合作原则，懂得变通，为对方着想，只
［21］

有这样才能达到长久合作的目的 。
［例 12］A： Last time you asked our company to cut down the price to $ 1200 a piece，now we agree to
compromise． When will we sign the contract？
（ 上次你要求我们公司降价到 1200 美元一张，现在我们同意妥协。 我们什么时候签合
同？ ）
B： If you’ll excuse me，I will check it with my boss first．
（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将先与我的老板核实一下。）
例 12 应用了质量型模糊限制语。A 方想按照 B 方的降价要求签订合同，但 B 方现在又犹豫了，故
意找理由（ 与老板核实） 暂时搁浅合同签订一事，B 方的话语内容涵盖多种可能性： 一是可能想再次压
低价格； 二是可能请示老板，再做决定； 三是可能委婉拒绝。B 方此时采用模糊话语技巧使他有了缓冲
的机会，同时也保全了 A 方的面子。

五、巧用幽默语，化解僵局面
由于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有自己的想法 ，都想争取多赢一些，在涉及双方利益的关键问题时，难免
出现沉默、语塞、气氛沉闷，如果谈判者这时使用一些幽默语，则可以缓解当时紧张的气氛，将可能出现
［22］

的僵局化解。
［例 13］A： I think the fur coat is beautiful，then，is it rainproof ？
（ 我认为裘皮大衣很漂亮，那么，它防水吗？ ）
B： Have you seen any rabbit taking an umbrella？
（ 你见过兔子带伞吗？ ）
在例 13 中，B 方故意违背话语常理，采用反问疑问句，在幽默的语境中阐述了产品的防水功能，对
方在这样幽默、友好的环境中容易消除戒心，自然就愿意接受条件，从而达到双方合作的目的。

六、结语
“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 The Belt and Ｒoad 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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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tion features mutual respect and trust，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 cooperation，and mutual learning be［23］
tween civilizations． ） 。
“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商务英语谈判与传统意义上的商务英语谈判稍有不同 ，

传统意义上的商务英语谈判如同在战场上博杀 ，都是力求自己眼前利益的最大化，少有考虑合作的持久
性，而“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商务英语谈判更多的是合作 、协议，尽管谈判双方都想从中获益，但一定是
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的，并强调合作的持续性。作为中方的谈判代表更应该注重话语技巧 ，为了顺利地
签约和沟通，谈判过程中应遵循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礼貌待人，合理坚持，灵活应变，措辞得当，表达清
晰的原则，恰当地应用委婉表达、隐喻表达、模糊表达、得体表达、幽默表达等技巧，保持亲和力，坚持诚
信友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讲话，将心比心，幽默表达时掌握分寸，太极之间有乾坤，做到圆通不圆滑，灵
活不固执。此外，还可以附加表示友好的肢体语言，使谈判双方达到有效的互动，在双赢的基础上顺利
达成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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