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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控制漫谈
杂疏：控制论 •人（II）
云中散人 南京理工大学

出你的要求嘛。想要他怎样？具体点，就行了。

一、人生控制论
小瓶子： 教授，是不是要强的女孩子就该没

小瓶子： 才不要。那有什么意思嘛。他爱
我、疼我，他就应该知道我要什么，不用我说，

人疼啊？
教授：哦，一定要人疼？

他就应该疼爱、恰到好处。他不爱我、不疼我，

小瓶子：是个女孩子就需要人疼啊。

我才不要去求他。
教授：哦，自动化啊？那……，你爱他么？

要强的女孩子
没有人疼……

吃块蛋糕。
小瓶子：不饿。谁爱他？哦，他是谁啊？
教授：你好像没吃早餐吧。应该吃点。唔，
你爱他，那么他的回应就很有意思啦。你不让他
知道你想要什么，他怎么能知道他具体怎样被你
需要呢？
你看，麻烦了吧？

图1.1 难道女孩子要强有错么？

教授： 这就简单多了。既然是天性的要求，

你的胃没有给你正
确的信息。

那么余下的只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了。具体地说，
就是个控制论问题。按照维纳的说法，也就是一
个女孩子和男孩子间的通信与控制的科学问题。
小瓶子：教授，这还叫具体啊？
教授： 具体？哦，具体这么重要啊？那你提

图1.2 有目的？就要发出信息。靠猜是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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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瓶子： 好吧。就一块。这么大啊？他那么
笨，我怎么说嘛？

二、控制理论与人生
元芳：教授，你说控制专业毕业的都应该是

教授：感觉怎样？

生活的控制大师。可我们天天学的那么多控制理

小瓶子： 很好。好像突然好饿耶。嗯，再来

论，全是公式来公式去的，和生活有什么关系

一块。

啊？

教授： 别了，就这样正好。你看，你的胃就

教授：太相关了啊，元芳。你没有觉得生活

像现在的你。你不爱你的胃？呵呵，怎么和他

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映射么？简单点的话，人生就

说？那可是门艺术。从错误中学习，学习中艺

是一个接一个的矩阵呢。

术。艺术得久了，默契了，也就自动化了。
小瓶子：教授~~

元芳：教授，你在说什么啊？小瓶子，扶我
一下，我有点头晕。

云中散人： 控制论是行为主义的目的论。有
生活的方程？哈哈，

目的，就要彰显。否则那目的，除了带给设置者

别逗了~~

无解的纠结外，没有意义。人生，充满了各种目
的，目的的集成体现了人生的意义。因此，一世
人生，就是一部控制论演义。
不过，控制论不是提出要求那么简单，它是
一门高深的分析和综合设计艺术：从错误和偏差
中学习、分析和调整，不断获得改进的一个过
程，而这就是反馈控制。反馈控制做到了上乘水
平，形成了优雅的默契机制，那一切还真是自动
化的“爱情”水准：该有光，不用说，光就来

图2.1 生活里有公式么？

了，而且恰到好处。
当然，说到仅仅提出要求就成就了要求的，
这个宇宙间只有一个：上帝。

教授： 我和你说话，我的想法是x，我的声
音是 y。这是一个将想法映射到声音的映射啊：f:

仅仅提出要求就
成，那是上帝。

x→y。或者y=f(x)。你听我说话y，理解我可能的
意思z，这也是一个映射：g: y→z。或者z=g(y)。
这样从我的意思到你理解的意思就是一个复合映
射：z=g(f(x))。问题是z→x么？如果没有，我该怎
么办？
元芳：人生又不是光对话呀。
教授：你昨天去医院，做了很多检查。比如
血检，但你查的是肝脏有没有病。医生知道若
肝有病x, 则血液某特征y会出现问题, 这也是个映

图1.3 怎么跟他说？那是艺术

射：y=f(x)。可惜，它不一定是单射，两个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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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可能对应同样特征的y。于是医生又做了影像z，它

正z+△z，反复再试，熟练了就好了。这里，也就

与肝病x之间存在映射z=g(x)。联立求解：

是一个求取△x到△z的映射△z=σ(△x)。这不就是

f(x)
[ zy ] =[ g(x)
]

控制理论中的反馈控制嘛。教练的作用，就是首

如果存在唯一解，则x病就确诊了。

同的σ。这里，没有教练，事情就变得困难多了。

先提供一个可行的z，并指导不同的人形成各自不
元芳：我明白了。人要做y，手段是x。x

元芳：说的好像我成天生病似的。
教授： 听说你前天驾考失败了？就说倒车移

到y的映射是f: x→y。先尝试性地初始x 0 ，获得

库吧。其实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建立两个映射

y1=f(x0)，偏差是△y1=y-y1。修正x1=x0+σ1(△y1)，

表。一个是倒车镜影像y和真实情景x之间的映射

获 得 y 2= f ( x 1) ， 偏 差 是 △ y 2= y - y 2。 然 后 再 修 正

表：看到的倒车镜镜像y→实际的距离、方位x。

x2=x1+σ2(△y2)……。这里△xk=σk(△yk)就是反馈控

-1

它是在求取f：实景x→镜像y的逆映射f 呢。这个
映射表，即使没有教练，你只要勤快点上下车实

制律哈。
教授： 到底是孺子可教。因此说：人生就是
建立各种映射表，并在必要时解算逆映射求取原

地观察总结，也能建立的。

像。一个映射不可逆，再加一个独立的映射。不
人生，就是在建立
各种映射表。

行，就再加一个。
元芳：那怎样描述这些生活中的f, g呢？控制
理论有用么？
教授： 元芳，你这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控制
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它目前只能处理数学上已经
研究清楚了的函数和映射。而生活中的映射大多
不在这个系列里，因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
生活控制论的瓶颈。

图2.2 人生就是各种映射编制而就

元芳：有点明白了。那另一个呢？
教授： 另一个技术含量要高一些。就是对汽

元芳：教授，我有点明白了。

原来是酱紫啊…

车的操作，包括方向盘、油门、离合器和刹车的
组合操作z与倒车镜镜像y之间的映射：y=g(z)。也
是一个映射求逆的训练：想获得y镜像，如何z?
元芳： 难死了。5555……。问题是不是和对
话一样：关键在于f(g(z))≈想要的x？教授，有捷
径么？
教授：有啊，多观察，建立精确点的f, g，根
据z引起的偏差△x，在教练指导下采取恰当的修

图2.3 教授，我有点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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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散人： 可以说：现有控制理论的概念和
说什么啊？我像个

方法，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控制案例。因

矩阵吗？

此，控制理论未必能够直接运用于生活，但控制
理论揭示的控制概念、原理和方法对生活应该具
有极好的指导意义。特别地，观察生活中的经验
控制方法及其蕴含的未被发掘出的新概念和新原
理，对理解和发展控制理论具有非常独特的意
义。
“控制论，也即关于动物与机器中的通信和

图3.1 人生是个矩阵

控制的科学。”—— 维纳。

观察生活，会看到
控制理论的过去和
未来。

映射σ：x→y，或y=σ(x)。那么有多少事儿呢？又
有多少目标呢？细数，数得过来么？
元芳：很多。有时还非常多。到底有多少，
还真可能没有上界呢。
教授：是啊。可是人的精力很有限，只能关
注有限个主要的。比如
x=t1求学 +t2做兼职 +t3健身 +t4约会 +t5睡眠
y = α 1获学位+ α 2得人脉+ α 3求好职+ α 4成好家
+α5立好业

图2.4 生活与控制理论

这里，t 是时间；α 是有益度。
元芳： 等等，教授。这里的“+”什么意
思？

三、线性控制理论何以大行其道？人生
就是矩阵
元芳： 教授，您上次说生活就是一个又一个
的映射。这些映射大多都是高度非线性的。可为
什么线性系统控制理论却还是这样大行其道啊？
教授： 我上次还说过：“人生就是一个接一
个的矩阵”呢。
元芳： 哦，对呀。我想了好多天还是想不明
白呢。
教授：这很简单。人生就是做了一些事x，为
了一些目的y。从数学角度来看就是从x到y的一个

教授：这叫“多项式”。“+”只是一个符
号，表达的是“还有”、“以及”、“再加上”
一类的意思。不是算术。你的线性代数怎么学
的？
元芳：线性代数？这么说我就懂了。拿我来
说：我没有睡眠问题，既不会失眠，也少睡不
了。可以略去考虑。课业都顾不过来，人又长得
难看，约会也暂时不考虑，健身也不存在，人脉
没意义。同样，成家先不管，立业还说不上。因
此，只需考虑：
x=t1求学 +t2做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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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线性代数

元芳，行啊！你获

怎么学的？？

得免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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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数乘和加是人生最重要的概念

y=α1获学位 +α2求好职

图3.3 孺子可教

可能小瓶子会更多想法，小破孩就更简单
吧。一般来说，我会以为多学习多收获，多兼职
多收入，也就是可叠加的、或者说是线性的。因

这么好？？看他很

此：

阴险的样纸……

σ(求学)= a11获学位 +a21求好职
σ(做兼职)= a12获学位 +a22求好职
也即：
σ(求学，做兼职)=(获学位，求好职)A，
A=

[ aa

11
21

a12
a22

]
[a ]
1

σ(x)=(获学位，求好职) a 。 同时也有：
2

维的。然而，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只能考虑很

σ(x)= t1σ(求学) +t2σ(做兼职)

[a

a12

=(获学位，求好职){ a a
21 22
11

][ tt ]}
1
2

因此，线性思维下，我的大学人生映射σ大致

有限的几个维度。行为空间到目标空间的映射一
般都会是非线性的、甚至是时变的。然而，在很
小的可见时空里，大多都是可以作为冻结了时间
的线性映射来处理的。

上就是个矩阵A了：
1

1

1

1

这正是牛顿的方法论，也是人类可以把握的

2

2

2

2

处理非线性的几乎唯一有效的思维方式。这个意

[ tt ] → [ aa ]。或者 [ aa ] =A[ tt ] 。

A：

图3.4 昂？免试？谁？我么？？

教授： 元芳，准你线性系统免试了！成绩90
分！
元芳：不会吧？这么好？！其中必有蹊
跷……
云中散人： 行为空间和目标空间可能是无穷

义上说：人所处理的常规事务都是在有限个基本
行为和有限个基本目标作为基底的有限维线性子
空间上的线性映射。
人生，于是可认为是一些不同维数的矩阵的
集合。计算机的有限存储等有限特征非常好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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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人类的有限性。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
我走开也不是；不

数字化了的世界里，矩阵总是大行其道、而线性

走开也不是……

系统理论至今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非线性的人生，线性的思维：非线性的世
界，分段线性、冻结时间的控制。
线性的思维方式指
导着非线性的人生
轨线。

图4.1 两难的境地

走……
教授：那是啊，当时那个样子的你走了，可
是你也走了。她当然很生气，但是你是很快回来
了，她应该很高兴的。可是，当时那个样子的你
图3.5 你就是再复杂，可我是线性的

也跟回来了啊。她一看就又添堵了不是？离开是
对的，很快回去也是对的，但你得切换到不同的

四、生活的技巧：切换控制
小破孩：教授，我有一个难题。
教授：哦，说来听听？
小破孩： 最近小瓶子一生气就老是要我走
开！我不走，她就越来越生气。再不走，她就

你，嗯，她喜欢的你，才行啊。
哦，是这样的：她想
让那样子的你走开；
但不想让你走开。

走。
教授：那你走开，让她一个人安静一会儿不
就行了？
小破孩：可是，我要真的走开了，她就更生
气了。三天了，都不理我。
教授：哦，这样的啊。这就是说：她想和你

图4.2 其中的机理

在一起，但又特别不想见到当时那个样子的你
耶。所以呢，当时那个样子的你必须离开，但你

小破孩：教授，再说清楚点，行么？

却没有离开，一切就好了。

教授：她喜欢什么？哈根达斯？萨琪玛？还

小破孩：教授，能不能说点我听得懂的啊？

是……来伊份？总之，苦着脸走开，转身就迅速

教授：你走了，还可以很快就回去啊。

去买一份，然后适时地回去。嗯，根本就没有

小破孩：我试过的。她嚷嚷得更凶，更要我

她生气的那一回事，不过是约会迟到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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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优雅点，扮绅士。拿出来伊份，打招呼：

的角色和状态、保持着自己生存目的的稳健性；

“嗨~~，for you~~”。就行了。

后者则于错综复杂的朝政漩涡中先机在握地切

小破孩：哇，教授，酱紫也可以呀……

换着朝政的执行控制器、以维系皇权的稳定和巩
固。

哇！酱紫也可以
丫……

这让人再次想起维纳的控制论定义：“控制
论，也即关于动物和机器中的通信与控制的科
学。”仿生与人类社会，萃取控制理论新概念与
新方法的无尽源泉。

仿生与仿人，无尽的
控制论灵感之泉。

图4.3 切换控制的威力

云中散人：许多时候，不是我们不被需要，
而是我们的状态不受欢迎。因此需要切换。果断
断开现有状态，迅速转换心情，恰当时机再出
现，一切就是晴天。控制上，这就是“切换控
制”。切换的时机很重要。太快会引发震荡，太

图4.4 云中散人：一部人类史，一部控制策略宝典

迟会导致失稳。
以小破孩的例子来说，这就需要小破孩对小

五、生活的技巧：解耦控制

瓶子的忍耐极限有比较准确的了解。以便在她于

元芳：教授，你天天说控制论萃取自仿生和

心里发狠“再不出现我就永远也不理他了”的计

仿人，然后人类拿来解决遇到的许多原本一筹莫

数“一，二……，两个半，两个半半。”的时候

展的实际问题。那么这个人类都没法解决的千古

翩然而现。这是最佳时机！这时候的灿烂微笑，

难题，控制论有解法么？

无异于帕里斯与海伦娜初见一瞥英俊帅气的柔

教授：说来听听。

情；这时候的哈根达斯，是覆灭倾城倾国的哈根

元芳： 就是那个中国年轻妻子的神问题：

达斯核弹；这时候的“嗨，for you”是缪斯的竖

“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哪一个？”请问教

琴奏响于丘比特的弓弦。

授，她的先生该如何回答？

早在控制理论提出切换控制的概念和方法之

教授：这个问题呢？妻子期待的回答，老妈

前，人类中的精英分子就已经运用纯熟了。比如

会不开心。老妈不会不开心的回答，妻子会不满

“八面玲珑”的机灵鬼；又比如在“忠臣”和

意。如果先生的回答是控制策略的话……

“奸臣”之间来回切换的“英明君主”。前者在
复杂万变的环境中不失时机地适时从容切换自己

元芳：哦，切换！是吧？先说先救老妈，妻
子不开心。然后再说先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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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老妈会去这样为难儿子的。当发现老妈
其实也在场时，咳嗽两声，使足眼色给妻子，郑
重使用u3。“当然是我爸救我妈，我救你了。”
元芳： 哦，可以酱紫的么？她们要是追问
“你爸爸不在现场”呢？或者她们经常互动通气
呢？
教授：会么？除非你咳嗽得不好、眼色没有
做到家。这样的话，启动应急策略uYJ，岔开就是
图5.1 老婆和老妈同时落水……

教授：哦？这样她就满意、老妈会开心？
元芳：……
教授：有一个办法。就是解耦。
元芳：解耦？

了啊。“我一紧张就会抽筋。跳进水里，大家抱
团。”咳嗽、眨眼……还不行？呵呵，纠葛效应
这么高，强行解耦都失败，那你认命吧。解耦控
制可行的各类条件，其实质都是子系统之间交互
效应程度不高。至于她们经常互动通气，那样的
情形，解耦控制是也是不好用的。不过，那样的

哈，现在是谁
在问？uk?

话，关系那么好，你还至于头疼这个问题么？
元芳：可是，教授。你这是两面三刀、不教
学生好啊。
教授：怎么会？你为什么要让妻子满意？因
为爱她，对吧？那就让她满意好了。反正都是假
设，何必认真。你为什么不想让老妈不开心？因
为你爱老妈，是吧？那就让她开心。她们一个满

图5.2 解耦控制：分开分别处理

意、一个开心，还啥事都没发生，哦，事实上也
是啥也没发生，多好？真的穿帮了？最后一招：

教授：是的。这个问题上，妻子和老妈高度
耦合。也即牵其一而引动另一个。又不相容。这
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因此，需要的控制不止一
个。这样说吧：妻子一个控制u 1，老妈一个控制
u 2，还有一个折中控制u 3。一个对一个、互不牵
扯地进行控制。这个叫做解耦控制。

耍赖uSL。“如果我有错，那是我太爱你们了。我
错了，你们打我吧。”保证没问题。
元芳： 可教授。你一开始只给了我u 1，u 2，
u3。哪里又来得uYJ和uSL？
教授：元芳，你可知道：实际系统遇到的实
际情况是无法预料的。因此预设的控制方案之

元芳：教授，说具体点。

外，永远都要根据突发的意外情况，临机制定与

教授： 当只有妻子时，使用u 1。“当然是先

实施恰当的应急控制和特别策略。

救你了。谁叫我这世遇上了你呢。”当只有老

元芳：教授耍赖。反正我分不清什么是两面

妈时，使用u 2。“当然是先救老妈了。这还用说

三刀的阴谋诡计、什么是满满的灵动机变的爱。

嘛？”当然，这个控制策略也是备而不用。相信

总之，教授不能教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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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处理的。这也叫做强行解耦。
与解耦控制相反的一种控制策略是耦合控
制。就是采取恰当的策略与措施，使得原本独立
的两个子系统建立强弱不等的耦合关联关系，以
利某些目的的控制效果。例如古时流行的“保甲
连坐制”、“家族株连制”以及各类“搭配制”
（如将婚姻状况与购房资格关联、紧俏商品与直
图5.3 实际系统遇到的实际情况是无法预料的

教授：这个问题提得好。是不是两面三刀的
阴谋诡计，这就要看开环出发点和闭环效应了。
开环的出发点是善良的、闭环的负效应是有限
的，则就不是两面三刀的阴谋诡计了。控制论只

销产品捆绑搭配销售或“买一赠一”的促销策略
等）。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控制论的确只是一种
方法论——行为主义的目的论。目的的道义性不
是控制论范畴的论域。它取决于制定控制目的的
人或人群自身的价值观及其相对应的道德修养。

是一个方法论，不能解决善恶是非。那是另一个
层面的问题了。

控制论只是方法论，

元芳：这样的啊…… 我要好好想一想。

为目的服务。

哦……，酱紫
啊……

图5.5 解耦是人类史上最有用的实用策略之一
图5.4 真的不是两面三刀么？

云中散人： 解耦控制是一种重要的控制概念
和方法，有助于降低问题的复杂度，使得纠缠不
清的问题得以一事一议、相互独立的解决。但这

六、生活的技巧：稳定的真谛——李雅
普诺夫定理
小瓶子：元芳，依您看，小破孩对我好不好
啊？

并不总是可行的，特别是子系统之间本质耦合效

元芳：他对你的感情还是很稳定的。

应非常高的情形，解耦控制是不可行的。有些时

小瓶子：很稳定？什么意思啊？不稳定会怎

候，某些相对较弱的耦合关系常被忽略，而被当

样啊？

做相互独立而分别设计与实施控制策略。直线飞

元芳：他还喜欢别的女孩子么？

行时的高低与方向、电气系统中的频率和相位就

小瓶子：嗯，三班的小兰他也很喜欢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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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见到小兰，他总是喜欢和她说话，帮她做事。
元芳：然后呢？他不太理睬你了吗？平时，
主动去找小兰么？
小瓶子：那倒没有。只要小兰不出现，他对
我还和以前一样好。

小瓶子：什么啊？到底怎么样嘛？
元芳：凶的目的，是为了凸显好。你不凶，
他可能忽视你。嗯，我忘了，你一直好凶、好凶
的。但你肯定不是一天到晚滴凶，肯定在我们看
不见的时候，有一些时候对他特别好。不然他早
就离开你了。除非……，嗯，他……。他不是这
样的人啊。因此，你一定不是老是凶他。你一直
凶，然后特别好。他的注意力就被你吸引住了，
甚至他就是为了那样的温柔，喜欢被你凶啊。
嗯，也是的，好多男孩子都喜欢酱紫的调调。总
之了啦，无论怎样做，总之让吸引他产生偏离倾
向的能量被抵消和耗散掉就好了。

图6.1 三班的小兰

小瓶子：李雅普诺夫……

元芳： 这就是稳定。无论他对你的感情多
好，总会出现扰动啊。被扰动，他就会波动。如
果扰动消失后，没有新的扰动出现，波动可以平
复，那么他对你的感情就是稳定的。
小瓶子：扰动发生，状态偏离平衡态。扰动
撤除，状态回到平衡态。就是稳定吗？那他就不
能不受扰动嘛！真是的。
元芳：哦，那……他或许就是喜欢男孩子的
了……
小瓶子：好吧。那怎样才能保持稳定呢？
元芳：让他产生偏离的能量在偏离过程中不
断耗散掉就可以了。这就是李雅普诺夫定理耶。

图6.3 李雅普诺夫……

云中散人： 稳定的真谛就是在发生偏离的进
程中耗散或抵消掉引起偏离运动的能量。抵消和
耗散的效率越高，稳定程度就越好。不当的应对

小瓶子：具体怎么做呢？

方式，就是不能在偏离运动的过程中有效耗散或

元芳：对他好一点，也对他凶一点。就是说

抵消掉引起偏离运动的能量、甚至可能加剧能量

抵消掉外来的吸引能量。

积累的应对方式。这样的方式，只能加速系统的
失稳进程。因此：
聪明的人，试图追求和保持完美目标时，总
是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控制自己的情绪，以有
利于自我负面情绪衰减又可抵消和耗散外部注入
系统的偏离能量的方式处理问题。这样的人，才

图6.2 你要对他凶一点，然后……

是智慧的，才可以成为生活顺其自然的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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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创新的时候，就要反其道而行
你成天说个不停！

之，设法最大限度争取与吸收外部能量注入、同

你累不累啊???!

时在这个过程中尽力减少对原有观念的依赖、习
惯性接受及对新观念的排斥等耗散注入能量的趋
势，才能尽快偏离原有固有观念，探索与形成新
的平衡态。
持续耗散掉引发偏
离的能量就是保持
稳定。

图7.1 累不累？

教授：孺子可教。因此，从控制论的角度来
看：一个人的行为让他感觉累不累，与他的行为
是否能耗过大有关。这里的“能耗”，包括体
力，也包括精力和心力。好了，元芳，给一个
“累”的控制论定义吧。
图6.4 善用李雅普诺夫定理是人生的智慧

元芳：一个系统“累”的程度就是它为了保
持某个平衡态所花费的“能耗”的大小。嗯，一

七、什么是“累”

个线性系统的“易累度”就是它为保持某个工作

元芳：教授，你说为什么小破孩一天到晚跑

状态所用反馈增益的大小。这就是说：我们谈论

个不停，他就不累啊？

一个系统的性质时，往往无法离开具体系统的具

教授：元芳，你说累，可什么是累呢？

体内在特性绝对地就事论事。否则，就会出现很

元芳：这个……就是疲劳……

大的谬误。

教授：等于什么也没说。好，换个问题。拟
人地想象一下：是让紫金山抖一抖累呢？还是让
玄武湖面一动不动更累呢？
元芳：这个……哦……
教授：说不上来了吧？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是
什么呢？
元芳：一个天性好静，一个本性好动。要好

教授：元芳！你行啊！这学期我的控制论课
程你来做助教吧。
元芳：哦，怎么会？这么好？我想想，其中
必有蹊跷。
教授：……
教授…，这一定是
阴谋。哼。

静的动一动、好动的停一停，呵呵都累。
教授：说下去，为什么呢？
元芳：都是偏离各自的自然平衡态。自然平
衡态是能耗最低的。因此，偏离就要耗能，耗能
就累。累的程度与耗能多少有关。

图7.2 清醒的元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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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散人： 离开具体系统的特性去描述与定
性系统的表现往往是荒谬的。控制者只能以闭环
的观点、而非仅从出发点来看待控制效果。结果
不好，未必就是出发点错了。事实上，往往都不
是因为出发点错了，而是因为做事的方法错了。
因此：开环的出发点越是好的，越是需要用闭环
的思维来做事。
任何情况下，闭环的观点都需要首先了解与
把握相应事物的相关内在特性。这就是特征建
模。只有特征建模准确的情况下，对相应事物的
行为描述与定性才是符合实际的。唯此，做事才
可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然而，做人应当是开环
的、身怀本真的赤子之心。
持续耗散掉引发偏
离的能量就是保持
稳定。

图7.3 云中散人：没有足够持续的能量就没有失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