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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作一个不讨人厌的人

（下）

文/王明道 生命季刊
『续上期』

十五．不要使别人因为你的缘故
感觉痛苦遭遇损失

么，他有作难的表示，你便不可再继续请求。你若
和别人一同旅行，最少也应当照应自己的行李什
物，能帮助别人更好。总不可自己什么都不过问，
使别人为你照应东西。旅行的时候一切的费用，也
应当照数分担，不可使别人为你费钱。一个人如果
常成为人的重担，一定会到处讨人厌的。

十三．不要讯问别人所不愿意告诉你的事
有些人很坦白光明，他们自己的一切事都不怕
叫人知道。但大多数的人总有一些不愿意使别人知
道。有些人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有多少财产，有些
人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生活的状况，有些人不愿意
别人知道他们收入的多寡。有些人怕别人知道他们
的富足以致受到损害。有些人怕别人知道他们的穷
苦以致看不起他们。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先人或自己
本人出身寒微，所以不愿意别人问到他们的出身。
有些人因为自己的家中有一些不光明的事，所以不
愿意别人讯问他们的家事。有些人已往的生活中藏
有一些痛心的事，一提起来就使他们伤心难过。这
些人对于他们所不愿意人知道的事总是讳莫如深，
最怕别人讯问他们。如果你鲁莽冒失的问他们这些
事，便不免使他们作难，使他们说谎，有时还会引
起他们的不快和误会，以致他们以为你是有意要揭
发他们的短处，使他们受羞辱，有时因此竟会惹出
很不幸的结果来。除了最知己的朋友以外，总以少
问别人家中的事为妙。就连其他的事，如果别人表
示不愿意告诉你，你就不要再往下追问了。

十四．不要勉强别人随从自己
与别人同处不要凡事只任自己的性，勉强别人
随从自己。自然你有责任干涉你应当过问的事，你
也必须用你的权柄执行你的职务。但那些你不应当
干涉的事，你就不可强迫别人随从你。一个人如果
总勉强别人随从他自己，他一定要招人的厌恶，使
人不愿意和他作朋友。一个人与妻子同处总勉强他
的妻子随从他，或是一个女子与丈夫同处总勉强她
的丈夫随从她，这个家庭一定要多有纠纷。若不是
与是非善恶有关系的事，就是父母也不可总勉强子
女随从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由，只要他不越
出他的自由的轨道以外，你就不必去干涉他。如果
你凡事总要勉强别人随从你自己，那便无异乎剥夺
别人的自由，请想那如何能不讨人的厌呢？父母子
女夫妻朋友中间，尚且不可勉强别人随从自己，与
家中别的人同处，或与邻舍同人往来，自然更不可
勉强他们了。

一个人与别人同处总使别人受痛苦遭损失，也
决不会不讨人厌的。我们不但不可因为自私的缘故
使人受痛苦遭损失，也不可因为疏忽大意的缘故使
人受痛苦遭损失。别人忙碌的时候你不可与他絮絮
长谈。别人专心作事或读书的时候你不可在旁边搅
扰他。别人休息睡眠的时候你不可发出什么声音
来。别人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不可高兴快乐。别人吃
饭的时候你不可提什么污秽的东西。别人患病的时
候你不可说什么令他忧愁恐惧的事。别人有什么隐
藏不愿意人知道的事，你不可为他宣布。别人身体
上有什么残疾缺点，你不可引为笑谈。别人的东西
你不可随便使用。别人的事务你不可任意过问。无
论在什么地方，总要凡事为别人设想，体恤别人，
不给别人难处和不便。这样，你不但不会讨人厌
恶，而且能到处得人的喜爱和尊敬。
十六．不要想别人应当爱你
一个人如果常想别人应当爱他，他得了别人的
恩待一定不知道感激，而且还常会对别人发出不满
意的态度和言语来，怪责别人待他不好。他总觉得
别人照他所希望的好待他，不过是别人当尽的本
分。如果别人他不能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好，他便觉
得别人亏负他，对不住他。这样的人对任何人都不
满意，没有好感，纵使别人竭力的爱他好待他，也
不会使他满足感恩。请问谁能喜欢与这种人同处与
这种人相交呢？一个人若不愿意作这种讨厌的人，
就当想到自己本没有权利得人的爱，如果有人爱
我，那是别人待我的恩情，我只能表示无限的感
谢。如果别人不爱我，那也是理所应当的，我不能
表示一点不满意。无论是家中的人，是朋友，是邻
舍，是同学，是同事，是本家，是亲戚，我总不该
要求一个人的爱，不该希望一个人的爱。别人无论
对我有什么爱心的表现，为我作了什么事，不论是
大是小，是多是少，我都应当表示谢意。一个人如
果这样存心，他不但不会讨人厌恶，而且要得着许
多人的喜爱。不要求人爱的倒得了人的爱。那要求
人爱的，倒弄得到处讨人的厌恶。孰智孰愚？何去
何从？我们总该明白了罢。

十九．要常常使你的脸，你的手，
你的口，你的牙，你的身体，
你的衣服，和你的一切东西都清洁
一个不注意清洁的人与那些和他同调的人同处
倒还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与喜爱清洁的人同处一定
会讨厌的。喜好清洁的人不愿意看见污秽的东西，
不愿意闻臭恶的气味，如果你的脸面，你的身体，
你的口腔，你的牙齿，你的衣服，以及你的脚，你
的鞋，都不清洁，都发出臭味来，他们一定要厌恶
你，远离你，不愿意多同你在一处。纵使他们当面
不给你难堪，他们心里也要藐视你，厌恶你，那真
是与你很不利的事。因此你不但要常使你的脸面清
洁，也要常常洗澡，使你的身体清洁，夏天尤其重
要。每日要刷你的牙齿，如果你的牙上有刷不掉的
黄色或黑色的积滞，应当到牙医生那里去，请他们
为你洗险。有些人脸上很乾净，衣服也相当的清
洁，就是满囗的牙齿污秽难看，使人的眼睛不舒
服，真是一件可惜的事。当竭力使你的衣服清洁。
衣服无论新旧，只要清洁整齐，便会美观。我们不
能常穿新衣服好衣服，但我们都能穿清洁的衣服。
只要你的手殷勤一些，常常洗濯你的身体和衣服，
你会因此得到许多人的喜爱欢迎，作你劳苦的代
价。与别人同住的时候，也要使你的被褥，盥漱器
具，和一切应用的什物都清洁，免得招别人的厌
恶，惹起别人不快活的感觉。

十七．对不深认识没有深交的人
不可太亲密随便
与亲近的朋友同处自然不当太拘泥客气，过度
的拘泥客气使你总不能得着知心朋友。但对不深认
识没有深交的人却不可过于亲密。因为你不知道他
的心意如何，性情如何，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否爱
你，更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你对他那样亲密随便。
如果他根本不爱你，对你没有好感，不喜欢你对他
那样亲密随便，他便要厌恶你了。也许他爱你，也
对你有好感，但他的性情拘谨，不喜欢与朋友太亲
密随便，你却以为他和你一样，你也不免要讨他的
厌恶。因此你与一个人初交往的时候还是要谨慎
些，客气些，不要像对你家中的人或你最近的朋友
那样亲密随便，既可免讨人的厌恶，又可免异日的
后悔。及至你对他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他有了深交
以后，再慢慢的亲密起来，就没有危险了。

二十．要注重礼貌
不要以为礼貌是一件小事。许多人就因为忽略
礼貌便招人憎恶藐视，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失。你最
初与一个人见面的时候行礼适宜不适宜，谈吐文雅
不文雅，动作大方不大方，进退中节不中节，常会
在他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他或尊敬你或轻看
你，使他或喜爱你或厌恶你。平日家居或与人往来
的时候，应当留意怎样坐立行走，怎样谈话应对，
怎样行礼致敬，怎样酬酢授受，怎样敬老，怎样款
客，怎样待人，怎样接物。适当的礼貌必须每日每
时随地注意。积久成为习惯，无论遇见什么人便能
应付裕如，因此得人的敬得人的爱。一个谦恭有礼
进退中节的人决不会讨人厌的。

十八．不要成为别人的重担
要担当别人的担子

『全文完』
无论与什么人同处，总不要使别人因为你在他
们旁边便增加了重担。(患病的时候在例外)。自己
当作的事不要叫别人去作。不要使别人多为你受劳
累。若不是人接待你，不要轻易到别人的地方去投
宿。不要随便吃贫苦人家的饭。若不是万不得已，
不要请事工忙碌的人为你作什么事。若不是因为患
病，总要劳力作工供给自己的需要免得累着别人。
住在别人的家里更不可等候别人服事你，而且应当
尽力帮助那家中的人，托人为你作什么事以先，要
仔细想想会不会因此使他作难。如果使他作难，就
不要麻烦他。就是在你想他不会因此作难，也应当
问问他有没有难处。如果他实在说没有难处，你再
托他去作，如果你托别人作什么事，或向人要求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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