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 HBR CHINA ｜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11 月 ｜ HBR CHINA ｜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 107

谈判再思考 更聪明地分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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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是件极有压力的事情，会影

响很多方面：金钱、机遇、

时间、关系和名誉等。试图利用对方或者试图表现得强硬

时，人们往往会暴露出自己最坏的一面。假如有一种方法可

以让我们在谈判中公平对待另一方、也被对方公平地对待，

双方是不是都能获得更好的结果？本文将提供一种简单实用

且经过检验的方法，帮你实现这一点。

谈判学中的管理圣经当数罗杰·费希尔（Roger Fisher）

和威廉·尤里（William Ury）合著的《谈判力》（Getting 

to Yes）一书。这部出版于 1981 年的著作，告诉世人要关注

利益而非立场，以此制定成功的协议。不过，此书并未触及

如何分配成果这一棘手的问题。我们认为，解答这个问题需

要准确地找到谈判真正涉及的是什么：待分的“蛋糕”，我们

将之定义为通过合作协议创造出的附加价值，即高于双方协

议的其他最佳替代方案（Best Alternatives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简称 BATNA）价值总和的那部分价值。

问题

人们不明白谈判涉及的利益具体是哪部

分。这种错误认识使得达成协议的难度大

大提升。

原因

谈判者关注的是要分配的总量，而非协议

创造的价值，因此对权力和公平的观点产

生冲突。

解决方案

认识到要分配的是协议在双方不合作的其

他最佳选项成果以外创造的额外价值。谈

判获得的蛋糕应当平分，因为双方同等

重要。

核心观点

“分蛋糕”的概念在谈判中很普遍，但大部分人并没有找

到正确的蛋糕。他们往往以为蛋糕就是可以分的总价值，因

此采取自以为公平合理实则一味利己的态度，在错误的数字

和问题上争论不休。谈判者找不对蛋糕，就很难达成协议。

我们的方法基于一条关键原则：谈判各方对蛋糕的主张

相当，所以应该平分。无论各方在不合作的情况下各自能做

成什么，这一点都不会改变。平分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权

力的看法，因此会遇到阻力——特别是现状下受益的群体会

抵抗。不过这种抵抗可以克服，后文详细解释。

我们的蛋糕框架会让你更清晰、更有逻辑地对待谈判，

帮助你指出其他人论点中的矛盾，继而说服对方。这听起来

很简单——也许过于简单——后文会讲解在各种复杂情景下

的应用。首先来看一个解释蛋糕逻辑的基本例子。

权力还是公平？
想象一下皮皮分比萨，如果爱丽丝和鲍勃能商量好怎么分，

皮皮就会给他们一整个切成十二片的大比萨；商量不好，皮

皮会给他们半个比萨（六片），其中四片归爱丽丝，两片归

鲍勃。那么爱丽丝与鲍勃会如何达成协议？大部分人持以下

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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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点。

一种是权力视角。爱丽丝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她至少

能拿到四片比萨，是鲍勃的两倍——因此一整个比萨里她应

当分到鲍勃的两倍，也就是八片，鲍勃分四片。另一种是公

平视角，两人平分，各拿六片比萨。

两种方法都不是很站得住脚。权力角度将谈判内外的权

力混为一谈。八片和四片的分法复制了保底的比例，看似合

理，但没有天然的理由能说明谈判结果为何要以这个比例为

基础。一些人会说鲍勃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如果无

法达成协议，他得到的比萨会比爱丽丝少，这种论点并未切

中要害。假如无法达成协议，鲍勃固然只能拿到两片比萨，

但爱丽丝也只能得到四片比萨。有效的谈判是为了达成高于

保底的结果。爱丽丝和鲍勃平等地需要彼此，所以权力是对

等的。设想一下鲍勃在谈判不成的情况下只能得到比萨碎屑

的情况，就会看到按保底比例分配的问题所在。这种情况下，

复制保底比例会让爱丽丝得到大部分比萨，鲍勃完全可以拒

绝谈判，不会有多少损失。没有鲍勃配合，爱丽丝也无法得

到高于保底的利益，因此鲍勃可以坚持要求分到更多利益，

否则不予配合。

平分则是对公平的过度简化。爱丽丝和鲍勃的地位并不

平等：爱丽丝的保底收益高于鲍勃。如果把比萨分成两个六片

是一种实现公平的可行方法，那么无论保底比例是怎样都可

行，但事实并非如此。假如爱丽丝的保底收益从四片增加到七

片，鲍勃依然是两片，爱丽丝就会拒绝两人各分六片的协议，

拿走自己保底的七片比萨。可以看出，将全部价值一分为二的

公平规则有着根本上的缺陷，因为无法适用于所有保底比例。

我们的原则引出一种新的分法。如果爱丽丝和鲍勃达成

协议，两人会比没有协议的情况多得到六片比萨——这部分

才是我们所说的谈判中的蛋糕：通过协议创造的附加价值。

要获取附加价值，爱丽丝和鲍勃两个人同等重要，爱丽丝对

于这部分拥有的权力并不比鲍勃多（也不比鲍勃少）。基于对

权力和公正的正确理解，这六片多出来的比萨应当平分，同

时爱丽丝和鲍勃各自获得保底份额，即爱丽丝总共分到七片

比萨，鲍勃拿到五片。

按照我们对蛋糕的定义重构谈判，是很重要的一步。倘

若没有这一步，谈判就只是在权力与公正之间探索，会因情

景和决策者的不同，出现不同的结果，但仅有提出建议的一

方感到公平。我们的方法可以给出一致的结果，对双方都公

平，而且能反映对等的权力。

比萨的例子里，要分的蛋糕很好找。不过，如何说服别

人接受这个逻辑？下一个例子可以说明。

公平的利益？
安珠和巴拉特一起庆祝节日。晚饭后，巴拉特向安珠寻求理

财建议。股市动荡，他无法决定如何投资，于是考虑将2万

美元放存为期一年、利率2%的定期存款，由此获得400美元

利润。安珠也有同样的问题。她计划向一年期定存里投5000

美元。因为数额较小，银行仅提供1%的利率。50美元利息虽

聊胜于无，但并不理想。

两人迅速决定把资金汇集起来联合投资。安珠上网查了

查，发现共同定存 2.5 万美元的利率更高——3%。接下来他

们要确定750美元的利息该怎么分。（见图表“蛋糕有多大？”）

巴拉特提出了自认为公平的方案，跟我们所有的 MBA

学员如出一辙：两人各得投资本金的 3%，即安珠获得 150

美元的利息（5000 美元的 3%），巴拉特获得 600 美元（2

万美元的 3%）。巴拉特按照本金比例分 750 美元利息，跟按

照保底比例分比萨是一样的思路。他说这样很公平，因为两

人的利率相当。

但这真的公平吗？安珠有不同的看法。联合投资可以创

造 300 美元的额外价值。两人各自投资，利息总额为 450 美

元，联合投资则会增加到 750 美元。安珠对这 300 美元额外

价值的权力与巴拉特相同。她希望得到自己单独投资可以获

得的 50 美元，加上联合投资实现的附加价值的一半，共计

200 美元。

对此巴拉特提出，如果没有自己的帮助，安珠只能赚 50

美元，拿到 150 美元该知足了。但安珠有充分的理由。没有

她的帮助，巴拉特也只能赚 400 美元。而他却要求在增加的

300 美元里分走 200 美元，即蛋糕的 2/3，他太贪心了。

这时巴拉特提出折中方案，分给安珠 175 美元。不公平

和公平的中间值依然是不公平，安珠并未退让。“巴拉特，”

她说，“设想一下，假如 2.5 万定存的利率跟 2 万一样是 2%，

只有 500 美元的利息要分，这种情况下我们联合投资依然有

利，因为我的 5000 美元本金利率从 1% 提升到 2%，能多赚

50 美元。但这时候按照你的分配方法，你自己就没意思了，

因为我们各自的本金都是 2% 的利率，你仍然分到 400 美元，

我的利润却从 50 美元增加到 100 美元，好处全让我占了。

这对你不公平，我会跟你平分多出的 50 美元。”（见图表“新

蛋糕有多大？”）

巴拉特无话可说了。他知道不能只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

下要求按比例分配、在不利于自己时拒绝这种分法。

巴拉特最初提出的同等利率分配法听起来似乎公平，因

“分蛋糕”的概念在谈判中很普遍，但大部分人没找对蛋糕，往往以为
蛋糕就是可以分的总价值。

谈判

安珠和巴拉特讨论是否

联合投资定存，下图对

比了他们的利息收益。

联 合 投 资 可 以 创 造 出

300美元的蛋糕，即联

合投资的总利息（750

美元）减去各自投资的

总利息（450美元）。

只 有 二 人 达 成 合 作 协

议，才能获得这300美

元，因此两人对这部分

利益的权力相当，应该

平分。

蛋糕有多大？ 安珠 巴拉特

投资金额

利率

利息
待分配
的利益

5000美元

50美元

2万美元 

400美元 

450美元 

300美元 

2.5万美元

750美元

安珠
＋

巴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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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平等地按照本金分配利息。但巴拉特的本金单独投资利

率为 2%，安珠只有 1%，本金的分量其实是不一样的。讨

论如何分配总利息之前，两人必须先拿回自己单独投资可以

获得的那部分利息，然后再将多出的额外回报平分。多出的

300 美元平等地依赖双方的投入，不能按照本金比例分配。

当然，也可以换个搭档，改变交易结果。巴拉特可以另

找其他持有 5000 美元本金的人合作投资，获得更高的收益，

而安珠要另找一个有 2 万美元的投资者则难度更大。

比方说，如果巴拉特找到了希拉夫，愿意出资 5000 美

元共同投资并接受他提出的 3% 利率，那么巴拉特的 2 万投

资就能获得 600 美元利息。这样巴拉特能得到更大的利益，

但跟安珠合作还是会更好——如果希拉夫不愿接受低于 150

美元的利益就更是如此。

安珠要跟希拉夫竞争，但她可以争取比单独投资的 50

美元更高的收益。巴拉特如果与希拉夫合作，可以赚到 600

美元，安珠单独投资能赚 50 美元，共计 650 美元，比安珠

和巴拉特联合投资能获得的 750 美元低 100 美元。这就是消

失的新蛋糕。安珠可以提出与巴拉特平分这 100 美元，自己

获得 100 美元（保底的 50 美元加上分蛋糕的 50 美元），让

巴拉特拿到 650 美元。

谈判中引入另一方，会改变蛋糕的大小和各方的结论。如

果参与的只有安珠和巴拉特两个人，蛋糕就是 300 美元，安

珠至少要分到一半。如果有更多的人参与，就变成了一个保底

状况不同的新谈判，蛋糕更小，但安珠和巴拉特还是可以分。

贡献的误区
安珠和巴拉特的故事强调了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谈

判各方的贡献似乎相差很大，就很难看到各方其实平等的事

实。而且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分得的蛋糕不到一半。下面

两个例子呈现的就是谈判中原本不应该出现的不平等分配。

谈判再思考

买房。纽约市按揭贷款 50 万以下者税率 1.8%，贷款 50

万及以上税率为 1.925%。这笔费用十分高昂，但税法规定，

申请合并、延长和变更协议（CEMA）即可减免部分费用。按

照 CEMA，买方承担卖方的贷款，贷款额从售价中减去，买

方的贷款税和卖方的纽约州过户税（售价的 0.4%）随之降低。

假设买方计划申请 100 万美元贷款，卖方既有抵押贷款

为 60 万美元，如果买方承担卖方贷款，只有增加的部分（40

万美元）要交税，税款便从 19250 美元减少到 7200 美元，

节约了 1.2 万美元以上。而这样一来售价也会降低，卖方可

以节省 2400 美元的过户税。

CEMA 可以为买卖双方节约共计 14400 美元的税款，

这就是蛋糕。然而买卖双方很少会认为自己对蛋糕的贡献相

当。买方认为自己贡献了 1.2 万美元，卖方觉得只有 2400

美元是自己贡献的。因此卖方接受了不平等的分配，即默认

节约税款：买方省下 1.2 万，卖方省下 2400，比例为 5 比 1。

卖方总是接受默认分配，但其实不应该这样。双方的贡

献是相同的。CEMA 只在卖方已有贷款时生效。买方必须获

得贷方同意，卖方则必须许可自己的贷方转移贷款。节省下

的税款应当平分，双方各得 7200 美元。懂得这个道理的卖

方会要求平分蛋糕。

对等合并。标准的对等合并协议中，双方按照合并前的

规模比例分配综合效益所得。下面举一个有现实拟合并计划

原型的例子。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两大工业巨头若将重合的

业务合并，将能节约大量成本。目前阿德莱德总市值为 2400

亿美元，布里斯班为 1600 亿美元。如果进行股票资产交换

式合并，总市值将达到 4300 亿美元，多出的 300 亿就是节

约的成本。

对等合并之下，双方在新实体中保持原本的份额比例。

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两家公司的比例为 60 比 40，于是阿德

莱德在新实体中占比 60%、分得 300 亿美元的 60%（180 亿）。

布里斯班获得剩下的 40%（120 亿）。阿德莱德获得的收益

比布里斯班高出 50%，因其原本的规模比后者大 50%。

许多专业人士认为这样很合理，我们不同意。的确，假

如阿德莱德不合作，就会损失 300 亿美元，但布里斯班不合

作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阿德莱德对于节约这部分成本而言并

没有更重要。双方对蛋糕的贡献相当，蛋糕就应该平分：各

得 150 亿美元。

一种解决方案是让阿德莱德提前向布里斯班股东支付 30

亿美元。这部分资金加上布里斯班分得的合并收益的 40%

（120 亿），达到 150 亿美元，与阿德莱德的 60% 减去 30 亿

后相当。有一个风险是收益不完全符合预测，但波动不会超

过总额的 10%（30 亿）。虽然不是零风险，但风险是可控的。

不过，要确定合适的支付比例，双方必须对蛋糕理解一

致。而且双方即使在理论上认同彼此贡献相当，也可能依然

对蛋糕尺寸有分歧。在合并和其他许多类型的交易中，正确

测量蛋糕尺寸，就要了解双方在合作与不合作的情况下分别

能够获得什么，这需要双方分享保密信息。

如果交易中的重要数据被隐藏或难以确定，就可能出现

虚张声势和歪曲事实。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企业合并时，参

与各方会选择公开数据。上面这个例子的原型是矿业巨头必

和必拓（BHP）和力拓集团（Rio Tinto）的合并计划，现实

谈判中双方公开了所有事实。必和必拓没有隐瞒对潜在协同

增效的预测，而是公布出来让股东、监管机构和公众了解其

合并理由。蛋糕相对容易评估，因为没有跟其他公司合作的

可比选项，保底价值是两家公司不合并时各自的价值。不过

最终这笔交易被欧盟委员会阻止，并没有什么蛋糕。

但如果……
前面只讨论了各方对蛋糕有共识且没有其他顾虑的情况。即

使蛋糕大小不确定，或者一方有蛋糕以外的顾虑，抑或事关

名誉，我们的方法也同样适用。

蛋糕大小不确定。如果一家大型消费品企业，比如可口

可乐，与初创企业合作，可以发挥其购买力大幅度降低包装

成本。假设可口可乐帮助初创企业将一个塑料瓶的成本从 19

美分降到 11 美分。初创企业每年销量为一亿瓶，年均节省

800 万美元。但如果这 800 万美元的蛋糕按照公司收入比例

分配，会出现一边倒的结果。可口可乐的份额可以轻松达到

初创企业的 2000 倍，在这个例子里分到 799.6 万美元，初

创公司只有 4000 美元！

哪边对成本节约贡献更大？可口可乐带来了庞大的购买

力，但可以说它的贡献比初创企业更大吗？

不可以。可口可乐的力量必不可少，但还是需要初创企

业的客户，因为可口可乐自身在塑料瓶成本上已经没有节省

的空间。要再节省 800 万美元，可口可乐必须找到另一家塑

料瓶成本过高、需要大量塑料瓶的公司。只有将可口可乐的

购买力与初创公司的客户结合在一起，才能节约 800 万美元。

双方同等重要，因此这笔钱应当平分：各 400 万美元。

不过这种分法没有考虑不确定性。蛋糕的大小是估

算——可口可乐可能在支付了 400 万美元之后发现初创企业

只卖出 5000 万瓶饮料，这样当然不行。一个解决方案是蛋

糕随做随分，让可口可乐以 15 美分而非 11 美分的单价提供

塑料瓶，这样一来可口可乐和初创企业每瓶各赚 4 美分，无

即使蛋糕大小不确定，或者一方有蛋糕以外的顾虑，抑或事关名誉，
我们的方法也同样适用。

谈判

假如安珠和巴拉特可以

联合投资利率2%的2.5

万定存，这种情况下的

利率与巴拉特单独投资

相当。联合投资仍然可

以创造附加价值，因为

安 珠 的 资 金 利 率 会 提

升，总的利息从450美

元提升到500美元，多

出的50美元就是安珠和

巴拉特要平分的蛋糕。

新蛋糕有多大？ 安珠 巴拉特

投资金额

利率

利息
待分配
的利益

5000美元

50美元

2万美元 

400美元 

450美元 

50美元 

2.5万美元

500美元

安珠
＋

巴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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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再思考

巴里·内勒巴夫是耶鲁管理学院米尔顿·斯泰因巴克教席教授，诚实茶公司
联合创始人。亚当·布兰登布格尔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J. P. 瓦莱斯教席

教授、纽约大学坦登工程学院杰出教授、纽约大学上海校区创意创新项目学
术主任。本文改编自内勒巴夫即将出版的新书《分蛋糕》（哈珀商业出版社
2022年出版）。

特写  FEATURE

论最终蛋糕有多大，都平分了收益。

如果一方比另一方强很多，人们往往难以接受双方平等。

很多人认为强势一方更容易找到其他合作伙伴，但事实并非

总是如此。可口可乐当然可以另找一家初创企业，但初创企

业同样可以去找百事可乐，百事可能以 15 美分的单价提供

塑料瓶，让初创企业的保底选项从单价 19 美分变为 15 美分。

这时可口可乐依然可以以 11 美分的单价提供价值，但蛋糕

就会从 800 美元缩小到 400 美元，因为一亿瓶销量中每瓶饮

料节省的成本只有 4 美分。这种情况下，蛋糕还是应该平分。

现在初创企业的塑料瓶保底单价是 15 美分，应该分到 200

万美元，或者以 13 美分的单价向可口可乐购买塑料瓶——

初创企业得益更多。

一方更看重蛋糕。针对我们这种方法的最大反对意见是：

假如一方比另一方更看重结果该怎么办？

还是看可口可乐的例子。初创企业与大型在位企业谈判，

涉及的资金对初创企业而言足以改变命运，对于大企业却不

那么重要。大企业会利用这种不对称说服小企业接受不到一

半的蛋糕，因为即使一小片蛋糕也能为小企业创造巨大的价

值。这种思路形成了认为规模较大一方在谈判中掌握更多权

力的观点。较大一方表示“你们比我们更需要这笔交易”，较

小一方就会接受不公平的分法。

下面我们在可口可乐与初创企业的例子里加上一些数字

来说明这个问题。还是关于节省 800 万美元的谈判，初创企

业对资金的重视程度提升 7 倍。可口可乐可以提出将节约下

来的成本分给初创企业 100 万，保留 700 万，双方获得同等

程度的有效增益。

不过，较大一方要求“获得更多”的说辞，都可以转为

“分得更少”。可口可乐主张因为较不重视所以应当获得更多，

初创企业可以回复“如果那么不重视，就分给我们 700 万好

了。钱对我们来说更重要，这点你们一定看得出来。我们让

出 100 万的感觉就像让出 700 万一样。按照每一美元对于我

们的价值来算，这样交易也是公平的”。

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双方各 400 万美元——可以打

破这个僵局。平均分配并不取决于双方的重视程度。双方对

400 万美元的重视程度不同，但可以在实际上平分蛋糕。平

分会让双方都获得最差结果（没有收益）和最佳结果（最大

收益）之间的结果。结果对于初创企业更重要，但初创企业

也不会吃亏。

关乎名誉。许多谈判是一次性的，但有时谈判一方或双

方希望借谈判建立声誉。可口可乐将来即使不再与同一家初

创企业谈判，也会在意可能合作的其他初创企业的看法。

我们发现，对名誉的关注通常会促使双方平等分配。弱

势一方在一次性的谈判中可能会接受不满意的分配，但如果

未来还有类似谈判就不会接受于己不利的结果，因为不希望

被当作好利用的笨蛋。强势一方则可能有机会分到一半以上

的蛋糕但有所克制，因为担心未来的潜在合作伙伴看到这种

情况不愿合作。

我们非常清楚，大部分人不会用本文讨论的方法进行谈判。

我们知道这种方法与众不同。蛋糕理论解释了深藏的权力

对等关系。利用此法可以更清晰、更有逻辑地进行辩论，说

服其他人。这种方法适用于有机会与另一方合作、共同创造

最大价值的情况，以及与不太在意公平的人谈判的场合——

他们无法有理有据地反驳分蛋糕的原则，而拒绝你提出的平

均分配又会让他们显得反复无常或不肯合作，还可能错失机

会。一定要坚持平均分配原则。

这种公平的方法，可以消除谈判中常有的装腔作势。解

决了分配问题，谈判双方就能集中精力做出最大的蛋糕。

很多人认为强势一方更容易找到其他合作伙伴，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