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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有效推理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矛盾句、有效句、语

句间的蕴涵关系和等价关系),这些语句层面上的概念最终都可以借助

语句模式的概念加以说明。本书还介绍了检验和证明语句模式有效性

的技术,特别是主要运用于真值函项模式的真值分析法和运用于一般的

量化模式的纯存在式方法和奎因方法。本书纠正了一些因袭性的概念

错误并给予了正确解释,如相容选言句和不相容选言句的含义,蕴涵关

系和条件句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花了三

章的篇幅,从日常语言着手,将谓词、变项和量词这几个专业概念的来龙

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本书适合用作各大院校的逻辑教材,也可供逻辑

爱好者自修之用。



“Contrariwise,”continuedTweedledee,“ifitwasso,it
mightbe;andifitwereso,itwouldbe;butasitisn’t,it
ain’t.That’slogic.”

———LewisCarroll

“正相反,”叮当弟接着说,“如果曾经如此,则曾经如此;假
如现在如此,则现在如此;但因为现在并不如此,所以现在并不
如此。这是逻辑。”

———刘易斯·卡罗尔



序

这本书虽然是一本逻辑的入门书,篇幅也不长,但它却有许多不同于一般逻辑

教材而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
第一,有系统。这本书直接点出逻辑的核心在于模式:一个推理是否有效由模

式决定,一个语句是否具有某种逻辑特性———是否为逻辑真和是否为逻辑假(矛

盾)———由模式决定,两个语句间是否存在某种逻辑关系———是否存在着蕴涵关系

和是否存在着等价关系———也由模式决定。逻辑检验和证明的技术性细节便在这

样的纲领下展开。这样有系统的介绍方式,可以帮助读者对逻辑这门学问形成高屋

建瓴的认识。
第二,极精简。这本书对逻辑符号的使用很节制,介绍的几种逻辑技术也都相

当容易上手,这摆脱了很多逻辑教材中因充斥着繁复的符号与技术而令人望而生畏

的毛病。我特别推荐本书第四章中针对真函逻辑的真值分析法、第十四章和第十五

章中针对谓词逻辑的纯存在式方法和奎因方法。
第三,很清晰。书中的措辞都极其严谨而精准,语句简短而易读,对概念和技术

的解释不仅清晰通彻,而且条理分明,整本书则不枝不蔓,无一句废话。
第四,较深入。除了入门书应该包含的基本概念与基本技术之外,这本书还较

为深入地说明了一些入门书应该说明但多半没有说明的内容。如:模式分析的层次

与“肤浅分析原则”、自然语言与人工语言间的对应关系、奎因方法的可靠性与完全

性、谓词逻辑的完全性与算术的不完全性。
第五,富于哲学性。这本书不仅是一本逻辑入门书,也是一本哲学性的逻辑书

籍。作者在书中多处不着痕迹地点出了与逻辑相关的一些重要哲学问题,以及他在

奎因影响下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包括:逻辑的本质是什么? 逻辑学与其他

学科的主要界线(如果有的话)在哪里? 决定逻辑形式的逻辑词与其他非逻辑词间

有何(如果有的话)本质上的差异? 逻辑真的自明性是由于逻辑词的意义而造成的

吗? 矛盾律等逻辑基本规律在哲学上是否能够被辩护? (初阶)谓词逻辑的框架对

于完整刻画这个世界是否已经足够? 如果已经足够,我们又要如何看待诸如高阶逻

辑、模态逻辑、条件句逻辑这些形形色色的不同逻辑呢? 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熟悉

奎因的读者在这本书中应该不难看到奎因的身影。我和本书的作者相互认识已经

有很多年了。他一直深爱着奎因的作品和思想。在我认识的华人学者中,还很难找

到像他这样对奎因有深入了解的人。说他这本书是奎因在中国的代言产品,这样的

说法应该不算过分,我相信作者也应该乐于接受。对这本书所隐藏的哲学观点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仔细阅读本书以附录形式收入的一篇奎因本人的文字。
以上这些优点,使这本书已经真正达到了一本通识性读物所追求的深入浅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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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
为了负责任地推荐这本书,我仔细地阅读了它的每一个字词。看完之后,我觉

得我可以放心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事实上,就连像我这样在大学中已经教了约20
年逻辑课的教师,在阅读完全书之前,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向作者预约出版的成果,以

作为我未来继续授课的主要教材之一。我因而不只把这本书推荐给逻辑的初学者,
也同时推荐给逻辑的教师同业们。

王文方  
2020年5月25日

(王文方,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ofIowa)哲学博士。台湾阳明大学特聘

教授及心智哲学研究所教授,苏州大学讲座教授,东吴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南京大

学现代逻辑与应用逻辑研究所、西南大学逻辑与智能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逻辑

学会常务理事,国际LORI会议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逻辑哲学、数理逻辑、形上学、
语言哲学、形式化知识论、元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与AI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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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有效推理和矛盾

关于“逻辑”一词的外延,在逻辑学家之间是有争议的,但他们一致同意它应该包括对演绎推

理的研究。对演绎推理的系统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有效的演绎推理

中,结论可以从前提中必然地推导出来。这也是一般读者心目中的逻辑形象:逻辑就是关于从某

个前提(或某组前提)中是否能必然地推出某个结论的学问。

19世纪以来,随着符号化方法的引入,对演绎推理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在广度、深
度和精确性方面都远远超越了传统逻辑。无论在基本概念的阐明,还是在具体的逻辑技术方面,
传统逻辑的成就尽管大体说来仍是站得住脚的,但在现代逻辑面前已经完全过时。传统逻辑能

做到的事情,其中最醒目的是对三段论推理的处理,现代逻辑都能做到,而且能做得更好;现代逻

辑还能做传统逻辑做不到的事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它可以用来处理关系推理,而且它对关

系推理和对三段论推理(属于性质推理)的处理是基于同样的原理。
作为一本入门读物,本书将介绍演绎推理中的有效性概念,以及检验或证明推理有效性的基本技

术。在这开篇的一章中,我们先初步地谈一谈有效推理的概念,以及有效推理在信念调整中的作用。
下面这两个推理都是有效的演绎推理。

(1)前提一:小明或高或帅。
前提二:小明不高。
结论:小明帅。

(2)前提:有人爱所有的人。
结论:所有人都有人爱。

从直觉上说,这两个推理的有效性都在于:如果你肯定前提,你就不能否定结论,否则就会导

致矛盾。在(1)中,如果你承认小明或高或帅,也承认小明不高,但却同时否定小明帅,那你就是

既认为小明或高或帅,又认为小明不高也不帅。这明显是个矛盾。在(2)中,如果你承认有人爱

所有的人,但却否定所有人都有人爱,这同样也是矛盾的,虽然要说清楚这里的矛盾,要比(1)费
些周折。既然有人爱所有的人,让我们假定这人是张三;既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人爱,那一定有

人不被任何人所爱,假定这个人是李四。既然李四并不被任何人所爱,那么他自然也不会被张三

所爱。这样一来,张三并不爱所有的人。这里就产生了矛盾:张三既爱又不爱所有的人。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推理是无效的,那么肯定前提并否定结论并不会产生矛盾。我们以下面

两个无效推理加以说明。

(3)前提一:小明或高或帅。
前提二:小明高。
结论:小明不帅。

(4)前提:所有人都有人爱。
结论:有人爱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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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中,肯定前提并否定结论,会使你认为小明或高或帅,而且又高又帅;显然,或高或帅和

又高又帅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在(4)中,肯定前提并否定结论,会使你认为虽然所有的人都

被某人所爱,但并不存在爱所有人的人,这两者同样是不矛盾的。为说明这一点,只需要考虑下

面的简单情形。假定只有3个人a、b、c,其中a只为b所爱,b只为c所爱,c只为a所爱,显然这

一情形既肯定了“所有的人都有人爱”这一前提,同时又无矛盾地否定了“没有人爱所有的人”这
一结论。

如果一个推理是有效的,我们就说该推理的前提或前提的合取(即用“而且”联结各个前提而

形成的复合句)蕴涵结论;反之亦然:说一个语句蕴涵另一个语句,也就是说以第一个语句为前

提、以第二个语句为结论的推理,是一个有效推理。因此,在上面关于张三的例子中,我们既可以

说,从前提“张三或高或帅”和“张三不高”到结论“张三帅”的推理是有效推理,也可以说,语句“张
三或高或帅,而且张三不高”蕴涵语句“张三帅”。这两种说法是一回事。同样地,在上面关于爱

的例子中,我们既可以说,从前提“有人爱所有的人”到结论“所有人都有人爱”的推理是有效推

理,也可以说,语句“有人爱所有人”蕴涵语句“所有人都有人爱”。这两种说法也是一回事。
因为在有效推理中,肯定前提而否定结论会导致矛盾,所以,如果我们不想陷入矛盾,那么在

肯定前提时就必须要肯定结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演绎推理是必然性推理,即有效演绎推理

中的结论相对于前提而言是一定(“必”)正确的(“然”)。
有效推理或蕴涵关系是我们的信念系统得以自圆其说的重要手段。如果我们看出一个语句

能从我们相信为真的一组语句中所推出,我们就得相信它是真的。如果我们不愿相信它为真,就
得改变我们对参与推出它的某个语句的信念。同样地,如果我们看出一个语句的否定句能从我

们相信为真的一组语句中所推出,我们就得相信这个语句是假的。如果我们不愿相信它是假的,
就得改变我们对参与推出它的否定句的某个语句的信念。这些做法的动机是很单纯的,那就是

拒绝矛盾;看出一个语句能从我们相信为真的一组语句中所推出,但仍然否定这个语句,或者看

出一个语句的否定句能从我们相信为真的一组语句中所推出,但仍然肯定这个语句,都会陷我们

于矛盾中。拒绝矛盾是健全思维的最起码的要求。
深奥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和我们直接观察到的东西发生联系,也完全是靠了蕴涵关系的帮

助。当我们用科学理论解释或预测某类可观察的现象时,我们其实是在科学理论和描述这类现

象的语句之间建立有效推理或蕴涵关系,比如从分子运动论及其他我们所承认的前提中推导出

“物体热胀冷缩”的结论。当我们检验一个科学理论时,通常只能间接地检验这个理论所蕴涵的

像“物体热胀冷缩”这样的可观察结论,因为理论本身所描述的东西(分子、原子、染色体之类的微

观对象和太阳系、河外星系、黑洞之类的宇观对象)是我们根本无法观察到的。
上面对有效推理和无效推理的说明只是初步的。有效推理就是肯定前提而否定结论会导致

矛盾的推理,无效推理就是肯定前提而否定结论不会导致矛盾的推理。很好。但什么是矛盾呢?
我们并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阐明,而是求助于读者的直觉。

对于一个有效推理,我们只要接受了其前提,就必须接受它的结论;否则的话,我们将会陷入

矛盾中。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产生了:陷入矛盾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为什么应该拒绝矛盾呢?
还有,我们以上所举的有效推理和无效推理的例子,肯定前提并否定结论会不会导致矛盾都

是一目了然的。卡罗尔的例子,即从“现在并不如此”推导出“现在并不如此”,则更加一目了然。
但也有很多矛盾句,以及与之对应的有效推理,并不是这样一目了然的,这就需要专门的逻辑技

术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
因此,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基本的逻辑概念和技术,就请继续往下阅读这本小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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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一

1.什么是有效推理?

2.关于有效推理,下面这个关于苏格拉底的三段论是一个屡屡被举的例子。请对这个例子

的有效性作出说明。
前提一:所有人都会死。
前提二: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会死。①

3.如何利用有效推理或蕴涵关系调整我们的信念?

3

第一章 有效推理和矛盾 

① 关于这个推理,本书最后一章将做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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