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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赋能

■《今王学》李敬凌

近些年来，赋能成了高

频用词，随处可闻。

何谓赋能？

表面看， 似乎很易理

解。 顾名思义，赋能者，赋予

能量也。

然而，赋能的本质是什

么？ 什么才是真正的赋能？

怎样才能有效地给别人赋

能？ 而我们自己又如何源源

不断地获得外界赋能？

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

可能云里雾里，不知所以。

本文试图用简洁的语

言，和一些基础的物理学知

识（因为科学上对能量的研

究主要属于物理学的范畴）

解读一下赋能的本质。

阅读之前， 有三点提

示：

1、限于“知识的诅咒”

效应，对文中某些表达未尽

的地方， 需要读者自行脑

补。【所谓“知识的诅咒”，读

者可以搜索相关资料。 主要

是因传授者的“透明度知

觉” 影响了传授的内容，导

致传授效果打了折扣。 按照

物理学家兼哈佛大学教育

学家埃里克·马祖尔的说法

是：“一个人对某事了解得

越多，把它教授给其他人的

难度就越大。 ”（与我们想象

的似乎相反）】

2、 为了尽可能让更多

人看懂本文，对某些过于专

业的知识采用了非学术性

的科普表达手法。 这些表达

所借用的知识仅仅是用以

表达内容的工具，或者帮助

理解内容的模型，而非内容

本身，所以专业人士不用舍

本逐末，吹毛求疵，责难手

指（参见佛门“指月喻”）。

3、有些内容，属于科学

上没有定论的，或者没有探

究出明确结果的知识，或者

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盲区，

本文采用了更为符合现实

的合理逻辑进行解读，望予

理解。 当然，这仅仅是极个

别处。

大千世界，千奇百怪；浩瀚宇宙，千姿百态。

这个世界很神奇，也很精彩，那么，在神奇和精

彩的背后，其本质是什么，其运行遵循什么规律？

在此，简单科普一下：构成大千世界（宇宙）的各

种存在， 无论以什么形态显现， 从本质上讲都是能

量。

能量有三种存在形态：

1、粒子态（宏观粒子态）

常见的物质几乎都是以粒子态（可以分化为一

颗颗细小颗粒，但并非最基本的构成如原子分子等）

的形态存在。

粒子态又有五种存在形态（固态、液态、气态、晶

态、等离子态），本文不作探讨。

粒子态的能量，遵循牛顿力学三大定律，遵循能

量守恒定律。

以粒子态形态存在的能量， 其能量公式为

E=MV?。 E 即能量，M 为粒子的质量（物理学概念），V

为粒子运行的速度。

2、波粒二象态（微观粒子态）

常见的各种波，都具有波粒二象性，仪器可以接

收、感测，诸如太阳光波、声波、电磁波、电视电台的

电波、手机信号波等等，系微观粒子以波的轨迹在进

行运行，既具有波的运行特征，也具有粒子的运动特

征。

波粒二象态的能量， 其微观粒子形态本身的能

量，遵循牛顿力学定律，其以波的轨迹运行的动能遵

循量子波（见下）的相关运行规律。

以波粒二象态形态存在的能量， 其能量公式为

E=hH。 h 为普朗克常数，H 为频率。

3、量子波态（超微观粒子态）

除了粒子态、波粒二象态之外，还有一种相对波

粒二象态而言， 更像纯粹的波的能量存在形态———

量子波。

注意，“量子波” 的命名只是为了便于称呼和识

别这类的“波”而命名。实际上，它是一种超微观粒子

的波。

根据对量子的定义，量子其实是一个数学概念，

是构成物质世界（粒子态）的最小单位，它本身是最

小粒子单位（而非具体多少尺寸的粒子），比如人口

普查统计人口，人口的最小单位就是一个人，其量子

的定义就是以一个人为单位。

此处借用量子概念，是对其概念狭隘化的运用，

特指超微观粒子， 也就是现代科技手段无法接收和

检测的粒子。

以量子波形态存在的能量， 在整个宇宙中占据

着绝对份额。据科学家推算，粒子态和波粒二象态所

占据的能量份额约为 4%多一点，而以量子波形态存

在的能量，约占据近 96%的能量份额。

这些能量中，有科学界公认已知的暗能量、暗物

质，还有暂时无法检测，却在千百年来被人们深刻意

识到、时时感受到、经常念叨到的“客观存在”，这就

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随时在发挥作用的、各种层

次级别的客观规律与心理作用。

各种规律、规则、制度、法律、章程、人们的心理、

风格、艺术、氛围、心理、美学、人们的“德”……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请允许我啰嗦，并还不得不在此处

省略一万个几何级数 + 的“等”），还包括“时间”等，

都是以量子波的形态存在。

由于现行科技手段的局限， 超微观粒子的运行

规律研究还较为空白， 对暗物质的研究也仅仅停留

在尝试入门的阶段（主要是“捕捉”到暗物质就很困

难。 四川攀枝花有个研究暗物质的实验室；2015 年

12 月我国发射过一颗研究暗物质的卫星，名为“悟

空”，都是为捕捉暗物质而设），所以，以“量子波”形

态存在的能量公式，科学界暂时还没有结论，我们只

有根据深度分析， 并借鉴波粒二象态的能量公式列

出：E=AH。 A 为能量综合振幅指数，H 为频率。

以上科普文字对于非理科学生而言， 理解上有

一定难度。 不过关系不大，理不理解都不要紧，只要

知道这段文字的主要作用即可。 其作用是为了告诉

我们———

人们的心理活动，是一种可以量化的能量活动，

是以量子波的形态存在的能量。

话题从一个常见的现象谈起———

打开抖音，不管是真实还是矫情，无数的

小视频都在慨叹这么一句话：“我太难了。 ”

什么是“难”？

仔细察看那些感叹“我太难了”的视频内

容，你会恍然发现，他们所说的“难”，几乎都

是让其“心累”“心塞”的事。

也就是说，那些说“我太难了”的人，实际

上想表达的意思是：“我的心太累了”“我的心

太塞了”。

在心理学上，心累是“认知失调”（美国社

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提出的概念）之后

出现的现象，是我们的内意识（包括潜意识、

下意识、无意识）用来解决认知失调所采取的

及时措施。

那么，从物理学（纯自然科学）的角度看，

心累又是因何而起？ 其本质是什么？

下面我们就来系统地探究一下关于“累”

的问题。

累，通常分为身累、心累，或者身心皆累，

这些都是常见现象。为方便理解，在解读心累

的本质之前，我们先探究一下身累的本质。

所谓身累， 实际上就是身体缺乏能量后

的感觉。

解决身累的办法很简单， 只需补充能量

就可。 具体做法是这样的：

1、休息，放松，保养，治疗（如果有病的

话）等，让制造能量或提供能量的系统恢复正

常功能；

2、补充原材料（如食物、水等身体所需元

素），通过消化系统吸收，通过糖类、脂肪、蛋

白质三大代谢系统转换， 成为身体所需要的

能量三磷酸腺苷。

然后，就又生龙活虎，能量满满了。

与身累类似， 心累也是缺乏能量后的感

觉，只不过，心累不是身体缺乏能量，而是心

理缺乏能量，精神缺乏能量，灵魂缺乏能量。

那么心累之后，如何有效解决？

我们需要先认识心理（精神、灵魂）的本

质，认识其存在形态与运行规则。

当我们明白自己的心理活动就是真

实的一串串波（量子波，超微观粒子波）

后， 研究心理活动就有物理学相关定律

或物理学相关知识可以借鉴了。

在初中物理学和高中物理学中，我

们学过“共振共鸣效应”“波的衍射效应”

“波的相干性原理”， 物理学爱好者可能

还读过“杨氏双缝干涉实验”“薛定谔的

猫”等。

这里不要求不爱学习枯燥知识的读

者去查阅搞懂以上这些基本概念， 只需

要知道（相信）我们以下的逻辑分析是不

折不扣符合最科学的物理学即可【请注

意活学活用，这里的“知道（相信）”本身

就是你的一串量子波， 对你的学习效果

起决定作用】。

牛顿力学第一定律告诉我们， 一个

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 将保持

原来的状态（静止或者匀速直线运动）。

一串波也与此类似， 如果没有外来

波的影响，它将处于原来的能量状态下，

振幅、频率、波长不会发生变化。

当有外来波作用时， 如果两者的频

率一致，则发生同频共振，能量就会得到

增幅；否则，如果两者频率不一致，就会

彼此耗损，造成能量减幅。

如果两个人（更多人也类似，只是叠

加更为复杂）的心里想法一样，则其心理

量子波的频率一致， 在一起时因共振共

鸣， 相互的能量都会增加， 彼此十分开

心， 那些知己、 知音就是高度匹配的共

鸣；反之如果两个人的想法不同，心理量

子波的频率不一致，甚至相反，则彼此耗

损对方的能量，互相难受。

心累， 大多数情形是一起做事的一

帮人的思想理念不一致， 彼此心理量子

波频率不同， 能量被耗损， 心理缺乏能

量，所以难受；少数情形是当事人的做事

方法方式本身违背了做事的规律， 造成

不顺，心理能量被耗损而难受（下文进一

步解读）。

心理活动就是量子波活动（作者自我评价：太 嗦了），其能量来

源主要有三大类：

1、来自于宇宙、社会的最高法则———利他。

整个宇宙社会运行的最高法则（类似于宪法）是“利他”，这是以

量子波形态存在的一类巨大能量（或许就是暗能量的主要构成部

分）。

注意，所谓利他，就是为他创造价值，为他赋能。只要创造了他所

需要的价值，就是利他。

宇宙最高法则的含义是：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站在某个

特定的角度为另外的事物创造价值，赋能。

那么，为什么宇宙最高法则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呢？

道理很简单， 因为如果不是利他， 这个宇宙社会早就毁灭不存

了。就和一个国家制定宪法一样，出发点绝对是利他，如果不是利他，

这个国家就无法长久存在。

宇宙社会最高法则———利他法则包含六个基本法则（利他法则

的内涵），即因果法则、阴阳法则、互惠法则、马太效应、共鸣共振效

应、感召效应（此处不作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学习《今王

学》）。

一个人如果觉醒人生使命，建立利他的人生观，则自己的心理量

子波频率与宇宙量子波频率相近甚至相同， 就会源源不断地获得巨

大的心理能量，整个人生就会充满力量，内心强大（记住：内心强大不

是你想强大就强大的，需要有强大的能量来源；做一件事情不是你想

坚持就能坚持的，需要有支撑你坚持的能量），百折不挠。那些伟大人

物（如开创新中国的伟人们）、英雄豪杰，现实中很多经得起时间检验

的企业家，就是这样的人。

心理有能量来源，才能坚持不懈，克服重重困难达成目标。

如果一个人缺乏利他心理，总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则他的心理量

子波的频率与宇宙社会的频率相左，就会被强大的宇宙能量耗损，做

事经常缺乏能量，随时顾虑重重，患得患失，很容易半途而废。现实中

无数人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敬请对号入座，从本文中找到本质原

因和解决办法。

心理没有能量来源，无法坚持，能量耗完就停滞了，很多人做事

也就成了“烂尾楼”。

2、来自于所做事情的规律。

世间万事万物的运行都遵循“客观存在”的规律（即常言“客观规

律”）。 其存在形态为“量子波”。

这些规律，是万事万物本身运行的规律，它们都还必须遵循统一

的宇宙最高法则———利他。 宇宙最高法则和万事万物运行规律的关

系，就像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普通法一样，普通法必须遵循宪法。 而宪

法的利他属性，是通过普通法来具体体现的。

我们的利他理念也是通过具体的做事来体现的。

当我们具体做某一件事情时，我们有我们的想法做法。 这个想法

做法在我们的心理中，以具体的量子波形态存在。

当我们的心理量子波与客观规律的量子波同频时， 得到能量加

持，做事就会更有信心，并且相对更顺利，更容易出成效。 古人常说

“顺天者昌”“得道者多助”就是此理。

当事情做成以后，结果（又是一种量子波）符合我们的预期（也是

一种量子波），两种量子波共鸣，给我们成就感。

做事如果不遵循规律，心理量子波与事物规律量子波不同频，就

会耗损能量，缺乏信心，做事不顺。

3、来自于一起共事的伴侣。

一起做事或者合作的人，如果思想理念一致，心里想法相同，彼

此心理量子波同频，则会因共鸣产生强大的能量，工作氛围（合作）很

好，大家心情更愉快，做事更顺。

很多企业初创时，大家齐心协力，想法一致，虽然艰苦，但很愉

快，企业发展也很迅猛。 结果发展起来后，由于缺乏企业文化建设（企

业文化建设，就是用来同频团队心理能量的），团队的思想得不到统

一，行为更难统一，企业能量不能聚焦，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最

后陷入困境，破产倒闭，殊为可惜。 核心是同伴的能量被彼此耗损一

空。

做企业如果不重视企业文化建设， 不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统一

思想，必然事倍功半，事与愿违。

很多家庭也是一样，夫妻彼此想法不同，量子波频率不同频形成

耗损，最初只是因为某些欲望（相貌、财富、自私利诱、浅薄被骗等）诱

惑而结合，结果爱情（其实根本没有）很容易变成仇恨，勉强在一起时

都是彼此折磨。 所以，结婚成家一定要找三观一致的人，否则你的人

生能量被巨大耗损，结果会身心疲累，事业受挫，不如不结。 很多糊涂

的父母不懂此理，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不管三观而搞拉郎

配，虽不是坏心，却害了子女一生。

人生需要能量———身体需要，心理更需要。 人就是活

一个精神，心理能量更重要。

身体的能量我们从小就知道如何补充，此处不论。 心

里的能量我们现在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么，在人生

实践中应该如何随时补充心理能量呢？

佛门云：“诸受是苦，诸行无常。 ”《解厄学》云：“厄者，

人之本也。”人生本身是由“苦”和“厄”构成的。我们如果在

认识到这些人生的真相的基础上，建立正确的三观（这个

建立过程，实际上是相当于解决身累问题中的“治病”），找

到获得能量的途径，我们的人生必定会“离苦得乐”，各方

面顺利如愿。

建议如下：

1、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非父

母的偶然产物，而是带着自己的使命，借由父母这条路径

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必须去完成自己独有的使命。 我们

的使命是利他（具体严谨的逻辑推断，见《今王学》相关文

献），也就是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值，这也是我们能够获得

自己想要追求的一切的唯一最佳路径。

2、 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有很多追求（需

求，欲望等），但是要通过自己的价值创造去获取。 如果不

通过价值创造，首先很难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便侥幸

获得（运气、欺诈、继承等），也无法持续保有，必然失去。古

云“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历史无数次印证此言，无一不

验。

3、 不断提升做事的能力———在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

观的指导下，我们要完成使命，通过为社会为他人创造价

值获得自己所追求的一切，就必须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和

水平，这就需要不断提升能力。 当今时代，社会在加速进

步，社会的价值需求也在不断提升，我们更应该走在前面，

主动强化提升自己。

当我们能够建立以上心态时，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我们的心理量子波的频率自然会和宇宙社会相同，和做事

的规律吻合，还能影响一起做事的人同心同德，这样，我们

的心理能量来源就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如此赋能，乃为大道。

仿用曹操《短歌行》开篇几句作为本文结尾———

人如朝露，逝若昙花。

一生之本，活在当下。

慨当以慷，能量勃发。

何以赋能？ 唯有利他。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站在某

个特定的角度为另外的事物创造价值

，

赋能

。

心理能量的来源身累与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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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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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能量的增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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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心态

（心态，即我们的赋能体系，其核心是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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