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当众讲话:让掌声响起:16年经典版.

第 2版》

馆藏索书号：

H019

H843-2

基本信息：黄久凌著.印刷工业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当众讲话是实践性极强的一种技能, 必须开

口训练, 寻找一切机会实践, 才能超越和突破。在这个

极为关键的问题上, 本书是一本独一无二、不可多得的

当众讲话实践宝典。中国演讲培训业先驱黄久凌先生凝

聚 16 年一线教学心得独创了 20 个经典主题训练, 立足

于卡耐基的教育理念和参与式教学法, 又独到地揉合进

汉语语境与中国国情, 借助大量真实有趣的案例和层层

递进的训练, 为你打造出总统般的讲话气质, 拥有梦想

中的好口才!

2 《像丘吉尔一样演讲 像林肯一样站

立》

馆藏索书号：

H019

H922

基本信息：(美) 詹姆斯·C. 休姆斯著.重庆出版社，

2015

内容简介：本书详细讲述了演讲和在公众场合获得吸引

力、产生影响力以及提升个人魅力的方法和技巧。后附

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丘吉尔等世界级领袖们在一些

历史时刻的著名演讲原文, 可以使读者在阅读演讲方法

与技巧之后, 整体感受演讲内容。

3《说服力》

馆藏索书号：

H019

K520

基本信息：(美) 科思纳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欧美上流社会非常重视家庭成员的领导力、

创造力的培养。而培养领导力的*一要务就是训练孩子的

说服力。欧美上层社会这些训练口才的方法和措施，一

直以来被秘密珍藏。《说服力》揭示诸多说服力心理法则。

这些法则，比尔·盖茨、巴菲特、乔布斯，都曾受过这

些法则和方法周密的训练。美国诸多的政要以及商业领

袖，对《说服力》所揭示的诸多口才法则推崇不已，更

是在竞选、管理、交流、谈判等诸多事宜中受益无穷。

欧美政治圈、财富圈、娱乐圈都在秘密运用的超级口才

法则。

4 《演讲:口才好与坏 人生大不同》
馆藏索书号：

H01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476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502476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518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518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178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1257


E58

基本信息：(美) 艾莎·N·恩格尔伯格, 约翰·A·达利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演讲基本

要领及概念，包括高效演讲的原则、自信地演讲以及倾

听和批判性思考；第二部分为演讲的准备阶段，其内容

覆盖演讲的目的与主题、观众分析与适应、演讲者的信

誉和伦理道德以及演讲场合与情景；第三部分为演讲内

容和组织，包括调查和支持材料、结构和提纲、开篇和

结尾；第四部分为怎样吸引观众，包括使用有魅力的语

言、激发观众兴趣、掌握演讲表达以及使用演讲辅助工

具；第五部分为“演讲进行时”，其中包括信息型演讲、

劝说型演讲、特殊场合的演讲和团队演讲。书末还附有

一系列著名的演讲，如美国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

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败选演讲》等。

5《蔡康永的说话之道》

馆藏索书号：

H019-49

C038A

基本信息：蔡康永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内容简介：本书是知名主持人蔡康永最好玩、最幽默的

说话之道，本书开端蔡康永便许下宏愿：本书会令“本

来已经很讨人喜欢的你，在未来变得更讨人喜欢”。《蔡

康永的说话之道》包括 40 篇精彩短文，每篇都会让谈话

变得生动有趣，让你与他人相处也开始变得有趣，并配

以兔斯基绘制的令人狂笑插画，如同蔡康永的主持风格

一样俏皮机智，饶有情趣。

6《蔡康永的说话之道.2》
馆藏索书号：

H019-49

C038A(2)

基本信息：蔡康永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是知名主持人蔡康永最好玩、最幽默的

说话之道第二册，全新内容展现更直接生动的聊天方法。

本书包括 40 篇精彩聊天秘方，每篇都是让谈话变得生动

有趣，让你与他人相处也开始变得有趣，并配以兔斯基

绘制的令人狂笑插画，如同蔡康永的主持风格一样俏皮

机智，饶有情趣。

继百万销量《蔡康永的说话之道》后，时隔五年，蔡康

永新领悟到的说话之道，就是“对你好”；因为我说得

让你开心，你也会把我放在你心上。演练说话就是演练

“如何和别人相处”。

7《北大清华口才课》

馆藏索书号：

H019

Z21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689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378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7690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38773


基本信息：张笑恒编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汇集了北大、清华众多知名学者在沟通

表达方面的见解和语录，归纳总结了语言表达的基本要

素，生动讲解了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劝说、赞美和批评，

并针对社交、销售、家庭、办公室等不同的情境，详细

介绍了身处其中的人们如何沟通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

意愿，建立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赞

同，更顺利地实现各种沟通目标。

本书适合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销售人员、团队管理

者阅读参考。

8 《趁年轻，练出好口才》

馆藏索书号：

H019

S707

基本信息：思远编著.海天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全方位解读口才学, 经典事例与理论相

结合, 系统总结了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

难题, 以及经过实践检验的口才实战技巧, 使读者在轻

松的阅读中掌握系统的口才知识和技巧, 进而提升你口

语的准确、贴切、生动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 从而把

话说到对方心里

9《你能说服任何人:在对的时刻、用对

的方法说对的话 :how to say it right

the first time, every time》

馆藏索书号：

H019-49

M146

基本信息：(美) 比尔·麦高恩, 艾丽萨·鲍曼著.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当大家的眼睛注视着你时，如何在正确的时

刻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你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

应该怎样摆？你说的话和你的语气和语调应该是什么样

的？世界上 1%的人拥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专门告诉他们

应该怎样做。但是剩下 99%的人又该如何通过沟通的雷

区？本书作者通过 20 多年的媒体生涯和十几年的教练

生涯，从 4000 多次培训课程中总结出简单而又奇妙的

“完美说服七原则”，告诉你该如何巧妙而灵活地处理

工作和生活中的沟通场景，从而获得*好的结果。

10 《路在嘴上:赢得人心的艺术》

馆藏索书号：

H019-49

C289B

基本信息：(美) 戴尔·卡耐基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7560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230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230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230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2880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大量颇具说服力的实例，向读者揭

示了有效演讲与赢得人心的要诀与奥秘。实例中的主人

公包括首相、总裁或教授，也有神父、演员、作家或主

持人，真实人物和真实故事，与作者的精辟剖析融为一

炉，读来分外感人。书中配有 50 余幅图片，为阅读平添

了不少趣味。

11《说话的艺术 》

馆藏索书号：

H019-49

M211

基本信息：马银春编著.金城出版社，2012

内容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 幽默的艺术；赞美的艺

术；交谈的艺术；批评的艺术；拒绝的艺术；说服的艺

术等。

12 《精准表达》

馆藏索书号：

H019

S807

基本信息：苏静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内容简介：你能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人都不犯憷吗? 你

能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吗? 你能恰当地处理同

事、上司对你的批评吗? 你能对付那些难缠的人吗? 你

能自信地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吗? 本书以简洁流畅的语

言, 通俗易懂的小故事, 实际有效的例证, 将语言的无

穷魅力及口才技巧的可模仿性和可操作性呈现给每一位

读者。

13《再见，演讲焦虑:七天控制你的公众

演 讲 焦 虑 :control your public

speaking anxiety in seven days》

馆藏索书号：

H019

Y025

基本信息：李超，亚然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旨在帮助读者用七天控制公众演讲焦虑，

内容包括：认识公众演讲焦虑；积极自我暗示和人际支

持；演讲焦虑的认知治疗；演讲焦虑的暴露治疗；演讲

的基本技能之一：演讲的结构；演讲的基本技能之二：

演讲的辅助工具；回顾+巩固。

14《最漂亮的回答:回话艺术比说话艺术

更重要》

馆藏索书号：

H019

L561A

基本信息：(日) 铃木锐智著.台海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很多人改不掉“想到什么说什么”或是“拼

命讲自己想说的话”的坏习惯，明明有实力，却只因为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307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3753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185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185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1852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404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4046


“不知道”某些答话原则，导致遭到误解、错失机会、

面试或谈客户时被大扣分。所以，与其练习滔滔不绝的

口才，还不如赶快学会能光芒内敛却凸显智慧的“回答

术”。

本书提供了 41 条说话原则和 80 个问答技巧，让你

练习聪明回答。

15《我是演说家:公众演讲实战技法》

馆藏索书号：

H019

R547

基本信息：任天行著.中国财富出版社，2015

内容简介：演讲就是一个人站出来面对一群人，怎样做

能够让他们接受他,愿意听他说话，明白和相信他所说

的，愿意对他说出心里话和接受他的引导而有所行动。

定义很简单，但是，真正能够做到谈话潇洒自如，或者

让人如沐春风就不简单了。本书通过丰富的案例和详尽

的技巧介绍教你如何才能在各种会议上泰然自若、侃侃

而谈，如何才能在各种社交场合应声而起、畅所欲言、

展现个人魅力，如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迅速组织语

言，发表精彩的即兴演讲，如何在工作汇报时，要点明

确、条理清晰等，一步步训导你成为一个成功的演说家！

16 《5分钟和陌生人成为朋友.5,让沉闷

的谈话立刻变得活力十足 ,= What to

say to get your way》

馆藏索书号：

H019

B747

基本信息：(美) 约翰·博斯维尔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

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简单而活泼的沟通话术指南，告

诉你如何说话更能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本书会告诉你一

些简单的技巧和实例，让你的言谈更友善、更温和，从

而使你的沟通更有效，避免一出口就把事情搞砸。本书

会帮助你在直击要点的同时，赢得别人的聆听甚至是赞

赏。

17《说话说到点子上》

馆藏索书号：

H019-49

J815

基本信息：金文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说话似乎很简单，也确实很简单，张口便可

以说。但却会带来巨大影响。

说话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它是社交本领，也是

生存基础。 本书通过一系列丰富、真实、生动的故事，

分析古今中外的幽默，教给你如何埋下伏笔、营造气氛、

引爆笑点，成为一个交际能手。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1382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630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630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6307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301


18《中国式说话之道》

馆藏索书号：

H019-49

S851

基本信息：苏木禄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本书让你读懂中国人的说话技巧。沉默还是

开口，这是一门学问。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的故事家喻户晓，告诉人们不要做没有把握的事，在我

们没有把握开口时不要过早开口，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暴

露自己的意图，那才是大智慧。巧解借口，由赞美入手

析之以理。孟子用“君子远庖厨”来帮齐宣王开脱罪责，

接着却又用“挟泰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的借

口来劝说齐宣王，是为逆耳之言。如此方法，先从赞美

入手，亦褒亦贬，其后再析之以理，劝说齐宣王实行仁

义，就顺理成章了。表屈实硬，揣着聪明装糊涂。司马

懿装疯卖傻、纪晓岚表屈实硬。他们之所以要示弱，是

因为过去两人的锋芒太露，他们身边的人都在想办法绊

倒他们。示弱是必要的，是化解劫难的方法之一。由此

可见，在某些情况下，“示弱”不但是说话之道，还是

生存之道。必得真才实学，才可言之有物。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李泌曾对唐德宗提出“北和回纥，南通云

南，西结大食、天竺”，帮助朝廷消除了吐蕃的威胁。

他能有如此伟大的政治成就，与他从小就胸怀韬略、立

志高远是分不开的。

19《有一种口才叫幽默》

馆藏索书号：

H019

W676

基本信息：文竹著.中国商业出版社，2016

内容简介：本书总结了提升幽默口才的基本方法和训练

技巧，分为五辑，包括：幽默的艺术——幽默是瞬间赢

得他人好感的口才艺术、幽默的技巧——让幽默成为你

闯荡社会的一门绝技、幽默的训练——幽默的谈吐具有

打动人心的巨大魔力、幽默的气场——幽默口才成就强

大的魅力气场等。

20 《卓越演说:成为优秀演讲者的 497

种技巧 :powerful presentations that

inform, inspire and persuade 》

馆藏索书号：

H019

B724

基本信息：(美) 黛安娜·布赫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802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756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024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024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20244


内容简介：如何做一名优秀的演讲者？本书给出了一个

几乎完美的答案。本书作者不仅对如何打扮自己才不会

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如何让自己的站位不阻挡观众的视

线，设备出了故障怎么办，会场的光线很暗怎么办，观

众中有失明的人怎么办等问题给出了巧妙的解决办法，

而且对某些细节问题，如一页 ppt 上应该有多少行，每

行有多少字等，也都有非常详尽的描述。对任何一名演

讲者而言，本书都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21《世界 500强内部演示制作方法与说

服技巧 》

馆藏索书号：

H019

Q177A

基本信息：(日) 前田镰利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前田镰利长期在软银、雅虎等世界

500 强企业工作。他制作的演示，几乎 100%获得了孙正

义社长的肯定。 本书是作者前田镰利首次全面公开软

银、雅虎都在实践的“终极内部演示制作方法与说服

力”。可成为广大职场人士用作指导实践的不可多得的

学习参考书。

22 《荣耀时刻》

馆藏索书号：

H019

W265

基本信息：王琳, 李凤仪, 陈秋颖编著.中信出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6

内容简介：本书以结构化的思考方式为基础，抛弃所有

无法让读者直接运用在商务演讲中的高深技巧，呈现给

读者一张拿来就填、填完就用的演讲“话”图纸，并通

过内容的精致调整来改变演讲的整体结构及现场呈现结

果。

23《疯狂演讲》

馆藏索书号：

H019

Z293

基本信息：赵春林, 蒲振华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内容简介：要是在街上，将一个最软弱无知的人一拳

击倒，这人会马上站起来说话，显出有口才、炽热，且

有所强调，那人讲话时的神情，几乎可以同大演说家威

廉姆斯相比。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一

个人如果有充分的自信，而心中又孕育着一股热切的信

念。都能在大众面前做出动听的演讲。

24 《窦文涛的说话之道》
馆藏索书号：

H019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20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59208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46765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304595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5613


Z212A

基本信息：张笑恒著.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指出窦文涛说话的另一个特点是有亲和

力。2012 年，这位在新闻界赫赫有名的“名嘴”，首次

担当真人秀节目评委。由于第一次登台，很多选手都会

紧张，为了鼓励一组怯场的选手，窦文涛说起自己第一

次登台参加演讲时发生的糗事。他说：“当时我紧张得

忘词了，面对全校师生，脑子里一片空白，然后就觉着

一股暖流顺着裤腿刷地流了下来，全校师生目送着我一

直到校门口。”

25《俞敏洪的说话之道》

馆藏索书号：

H019-49

Z212

基本信息：张笑恒著.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

内容简介：本书介绍了俞敏洪语言幽默风趣，充满正能

量，能够激励人心，同时也真诚朴实，富有激情，最能

打动人心。这就是他成功道路上的利器。西方人把口才、

美元、电脑称为立足世界的三大战略武器，口才独占三

大武器之首，足见其社会作用已被推到惊人的高度。语

言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也是决定一个人事业高度的

关键因素。

26 《美国白宫千年晚会演讲选集.第 2

版》

馆藏索书号：

H019

H393-2

基本信息：(美) 伯纳德·贝伦, 斯蒂芬·霍金等著.吉

林人民出版社，2011

内容简介：本书由美国伯纳德·贝伦和斯蒂芬·霍金

等人所著，由邱仁宗、刘兵、朱渊、杨恒达等人所译。

2000 年对全人类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全世界的个人与

社会都在反思他们的过去，梳理他们的成就和思考他们

将要开创的未来。整个世界。所有民族都在筹划着意义

重大的千年庆祝活动。白宫千年庆祝晚会是由克林顿总

统和第一夫人主持的一系列演讲和文化节目，弘扬美国

人民在思想、艺术和科学发现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创造力

和发明精神。演讲者为卓越的学者、发明家和观察家。

本书收入的就是这次晚会上发表的演讲。

27《会表达的女人最优雅》

馆藏索书号：

H019

C289B

基本信息：(美) 卡耐基著.古吴轩出版社，2016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55614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4339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4043391
http://opac.lib.dlut.edu.cn/opac/item.php?marc_no=2016030837


内容简介：本书萃取卡耐基培训课程中的精华，结合女

性实际情况，用通俗流畅的语言，从生活、职场、爱情、

家庭等多个方面为女性揭示了如何善用语言造就幸福人

生的秘密。

卡耐基例举了大量自身及培训课中学员的实际案

例，向广大女性朋友证明，要想练就良好的说话能力并

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但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困难。只要

掌握技巧和方法，成为说话高手并非难事。可以说，修

炼侃侃而谈的好口才，对女人来说是一项风险低，投入

少，回报大的投资！因此，说话是每个女人的一门必修

课，因为它能让女性通过修炼提升魅力指数，得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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