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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逻辑学与北⼤大 

五.⼤大概内容与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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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课动机

瞎⼦子摸象 

调整课程结构的初步尝试 

破壁！培养可以做交叉学科研究的⼈人才 

逻辑之美



⼀一些⼈人眼中的逻辑学 

路⼈人：诶？Logistics？搞辩论的？1+1为什么等于2？ 

哲学系：必修⽽而作业很多学分很⾼高给分很低同时又对以
后没啥用（但能帮理科⽣生刷绩点）的东西 

数学系：不是基础数学⽽而是数学基础？ 

计算机系：离散数学里对找⼯工作没啥用的⼀一部分。 

语⾔言学系（在中国不存在）：玩数学和符号的



历史上的伟⼤大逻辑学家

哲学家中的哲学家 

数学家中的数学家 

计算机科学家中的计算机科学家 

不是Game winner⽽而是Game changer



⽽而现实的逻辑学家被当成。。。

哲学系的数学家 

数学系的计算机科学家 

计算机系的哲学家 

他们之间还经常互相质疑对⽅方做的是不是逻辑 

理想主义者的最⼤大敌⼈人是其他理想主义者



自⼰己都搞不懂

不好意思我数学不好 vs.不好意思我没逻辑



那逻辑学到底是⼲干啥的？

我们会花⼀一个学期去体会，请形成你自⼰己的看法 

for now，逻辑学：研究有效推理形式的学科 

前提1：所有⼈人都是动物 

前提2：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是动物



我们会花⼀一个学期去体会，请形成你自⼰己的看法 

for now，逻辑学：研究有效推理形式的学科 

前提1：所有A都是B 

前提2：x是A 

结论：x是B

那逻辑学到底是⼲干啥的？



⼀一个比喻

有效的逻辑推理形式就像⼀一个密封的⽔水管：如果
放进去真的句⼦子，流出来的也是真的句⼦子。前提
假呢？管不着。。。 

张维迎：我相信逻辑，比如说，有⼀一个峡⾕谷，所
有⼈人都说过不去，那里是万丈深渊，但如果逻辑
推论出那里应该有⼀一座桥，我就会⾛走过去。



现代逻辑的基本特征

严格清晰的形式语⾔言，基于数学结构的精确语义 

⼆二者的分离与结合 

使用较多的数学、计算⼯工具讨论元逻辑及特定逻辑理论性质，有
⼀一定的门槛 

冯友兰评价⾦金岳霖：“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很
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

单。”  

逻辑学家用“显微镜”看待语⾔言和推理



传统教学⽅方式：过关式 
别问为什么，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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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remember why we 
are doing what we are doing



换⼀一个⽅方向

0

30

60

90

120

A B C D

基础课 前瞻进阶知识



本课：试图给⼤大家⼀一个整
体图景（暂时没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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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
的越来越多



Illustrated guide to 
a PhD (Matt Might)



PhD work



PhD work



PhD work



Don’t forget the 
whole picture!



（打）破（学科）壁（垒）

鄙视学科鄙视链 

理解不同学科的概念，研究⽅方法，学以致用 

为真正的交叉研究做准备



学科纯粹程度（xkcd）



上了知识论后（⽹网络转载）



Valid or not?

Philosophy is better than nothing 

Nothing is better than Money 

Therefore，Philosophy is better than 
Money!



容易“死在半路” 争取爬到顶峰再
为此⼭山增⾼高⼀一尺！

门槛低，鱼龙混
杂好⽆无聊

X：参与者或涉及范围 

流⾏行程度≠价值 
纯粹的技术难度≠价值

y：
技
术
难
度

 



受《数学之美》启发

有很多和现代⽣生活有关的应用 

逻辑也可以很美（并且很好玩） 

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



目标

Fly over 逻辑发展历程，体会重要思想  

给个地图：如果学了什么能⼲干什么 

给⼤大家⼀一个好奇、开放的⼼心态 

最重要的：给⼤大家整理知识的线索和进⼀一步学习
的建议





需要整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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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其他课程的比较

逻辑导论 

批判性思维 

⼀一阶逻辑、模态逻辑等技术课程



不会涉及的东西

论辩及修辞 

归纳推理特别是概率推理 

特别深⼊入的技术性细节 

中国传统的逻辑思想 

不涉及不代表不重要



中国式“逻辑”

A：这鸡蛋真难吃。 

B：隔壁家的鸭蛋更难吃 

B：有本事你下⼀一个好吃的？ 

B：你这么说是什么居⼼心？ 

B：隔壁鸭⼦子给你多少钱？ 

B：再难吃也是自⼰己家的　 

B：虽然难吃但是很好看啊 

B：这蛋难吃但是历史很悠久　 

B：蛋⽆无完蛋 

B：老外都说好吃呢 

B：你以为你是谁啊，鸡蛋难
吃轮不到你来说啊



“德先⽣生”、“赛先⽣生”还有个好朋
友是“逻先⽣生”，要请⼀一块请⼉儿吧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
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
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
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
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
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

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 鲁迅《论辩的灵魂》



符号matters

⼆二天⊥三地⊤⼈人 = 四五， 三天⊥三⼈人⊤地 = 四⼆二， 四地⊥四⼈人⊤天 = 五五



看似简单的不简单

变量 x 的发明 

空格及标点符号 

零 

轱辘 

盲⼈人更难学什么：代数还是⼏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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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哲学提供论证⼯工具 

为数学建立尽可能坚
实的形式化基础 

是图灵机诞⽣生的原因，
是理论计算机的核⼼心 

应用于语⾔言学、博弈
论、法律等学科

哲学 

数学计算机 

现代逻辑学



逻辑学与（西⽅方）哲学

哲学：Thinking about thinking (Quinton) 反思与追问 

Rationally critical thinking, of a systematic kind, 
about general matters such as existence 
(metaphysics), knowledge (epistemology), value 
(ethics), mind, reason, language, and science.   

作为哲学研究对象（逻辑哲学），也作为最重要的⼯工具：哲学观点要
被较严格的论证，要澄清前提假设，避免循环，要讨论哲学立场的后

果，要保持系统性的⼀一致（课后练习），解决各种悖论和puzzle。 

逻辑⼯工具的发展及对语⾔言本身的重视导致分析哲学转向：先把概念（尽
量）说清楚再讨论，否则只是鸡同鸭讲。





逻辑学与数学

数学：The Science (study) of Patterns (Devlin) 

现代逻辑：The study of abstract patterns of reasoning  

逻辑作为⼯工具（精确描述数学陈述与证明，寻找数学的基本公理，⼀一

致性），也作为研究对象（e.g., 用代数⽅方法研究元逻辑）。 

(ε, δ)-极限定义表达： ∀ε>0 ∃δ>0: ∀x (0 < |x-c| <δ => |f(x)-L| <ε) 

“研究数学的数学”：数学基础，特别是集合论。 

最出名的是⼀一系列“不可能”定理（需要把公理说清楚才能证不可
能）。



If a straight line be cut into equal and unequal 
segments, the rectangle contained by the unequal 
segments of the whole together with the square on the 
straight line between the points of section is equal to 
the square on the half. 

Euclid's Elements Book II, Proposition 5. 

Essentially ab + (a-b)
2
/4 = (a+b)

2
/4.



没着⽕火的时候就不会想到
救⽕火队



机器自动/辅助证明

自动/半自动定理证明 

四⾊色定理



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

理论计算机科学：Philosophy, logic, and 
mathematics applied to describing what we 
can compute, how we can compute, and how 
fast we can compute. (Jean Yang, CMU) 

严格的计算概念来源于逻辑 

逻辑之于计算机相当于微积分之于物理（McCarthy） 

目前逻辑应用最主要的领域也是逻辑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

architecture (logic gates)  

theory of computation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software engineering (spec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general problem solver (SAT solvers) 

programming languages (semantics, logic programming)  

databases (query languag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orem proving,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reasoning, multi-agent systems)



⼀一些术语
经典逻辑：⼀一阶逻辑（first-order logic），命题逻辑（propositional 
logic）。 

有哲学起源的（非经典）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 模态逻辑（modal 
logic），直觉主义逻辑（Intuitionistic logic），多值逻辑（Multi-valued 
Logic），弗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etc. 

主要基于经典逻辑的数学基础及元逻辑的数学⼯工具（Mathematical Logic）：集合
论（Set Theory），模型论（Model Theory），证明论（Proof Theory），可
计算理论（Computability theory），再加上TACL（Topology, Algebra 
and Categories in Logic）。 

计算机相关的逻辑（Logic in Computer Science）：自动机理论（Automata 
Theory），有穷模型论（Finite Model Theory），模型检测（Model 
checking），自动定理证明（Automated theorem proving），可满⾜足性判定
（SAT），逻辑程序（Logic programming），计算复杂性（Computational 
Complexity）程序设计语⾔言的语义，⼈人⼯工智能中的逻辑，etc. 

现代逻辑学都使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



有趣的观察

其他理论学科里做出本质贡献的⼤大多像哲学家 

在现代哲学领域里做出杰出贡献的往往是不太典
型的哲学家



逻辑学与语⾔言学

语⾔言学：scientific study of language, 
specifically language form, language 
meaning, and language in context（wiki） 

自然语⾔言的句法、语义、和语用。 

逻辑的最主要应用：形式语义——作为⼯工具分析自然语⾔言
句⼦子的句法结构和逻辑形式（parsing as 
derivation）。



相似与不同

组合性：有限规则⽣生成⽆无限句⼦子表达⽆无限意义 

钱是没有问题 问题是没有钱 有钱是没问题 没有
钱是问题 问题是钱没有 钱没有是问题 钱有没有
问题 是有钱没问题 是没钱有问题 是钱没有问题 
有问题是没钱 没问题是有钱 没钱是有问题 

语用推理与逻辑推理很不同



逻辑学与微观经济学

博弈论的知识论基础（Epistemic Game 
Theory）。 

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
如投票制度设计与验证等。 

决策论（Decision Theory）的刻画定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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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北⼤大

严复（译《穆勒名学》，《名学浅
说》） 

胡适（哥伦比亚⼤大学） 

汪奠基（巴黎⼤大学） 

张申府（罗素铁粉） 

⾦金岳霖（哥伦比亚⼤大学） 

沈有鼎（哈佛、海德堡） 

王宪钧（柏林、维也纳） 

胡世华（维也纳、明斯特） 

吴允曾（燕⼤大哲学，数学，语⾔言学）

马希⽂文（⼒力学，统计，计算机，语
⾔言学） 

康宏逵（翻译《这本书叫什么》《哥
德尔》） 

品正、博学、慎思、重教、胸怀天
下 



逻辑学目前在北⼤大

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 

数院信息科学系 

信科软件研究所



北⼤大的优势

各学科齐全，实⼒力较强，要利用这个好平台！ 

Be a Renaissance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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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历史、⼈人物及8g 

⼀一点技术内容帮助理解 

能动⼿手玩的逻辑小⼯工具 

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进⼀一步阅读的pointer



亚里⼠士多德与逻辑学的缘起 技术内容：三段论与自然逻辑  

布尔和思维的规律 技术内容：布尔代数与命题逻辑  

弗雷格与谓词逻辑的诞⽣生 技术内容：⼀一阶逻辑  

罗素与第三次数学危机 技术内容：素朴及公理集合论  

哥德尔与不完全性定理 技术内容：不完全性定理  

布劳威尔与直觉主义数学 技术内容：直觉主义逻辑  

维特根斯坦与分析哲学转向 技术内容：逻辑哲学重要结果举例  

图灵和计算机的诞⽣生 技术内容：图灵机和可计算性 



刘易斯和模态逻辑 技术内容：可能世界语义学与模态逻辑  

乔姆斯基与形式语⾔言 技术内容：自动机、游戏与逻辑的对应  

王浩与机器证明 技术内容：定理证明、证明论  

辛提卡与知识推理 技术内容：知识逻辑、公共知识  

麦卡锡与⼈人⼯工智能的逻辑程序 技术内容：逻辑编程语⾔言
Prolog  

程序验证与模型检测 技术内容：模型检测技术  

对21世纪逻辑学的反思与展望



考核

不定期小作业 

期末小论⽂文 

尽量不增加⼤大家的负担，尽量好玩⼀一些。。。



本课是⼀一次尝试

可能失败 

有些内容老师更熟悉 

希望⼤大家多提建议 y.wang@pku.edu.cn 

靠信息不对称为⽣生的公立教育机构终将会被淘汰 

office: ⼈人⽂文学苑2号楼⼀一层139  

课程主页：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wangyj/
Teaching/Delta16.html

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wangyj/Teaching/Delta16.html


相关推荐
哲学系的逻辑课程：见逻辑、语⾔言与认知中⼼心 www.phil.pku.edu.cn/
cllct/   

语⾔言与认知 胡旭辉 周⼆二下午 7-8 理教 318 

欢迎关注北⼤大逻辑、语⾔言、认知与计算跨学科论坛：llcc.pku.edu.cn 

Delta workshop：ims.nju.edu.cn/~yuliang/delta 

全国现代逻辑会：http://www.phil.pku.edu.cn/cllct/CNCL/2016/ 

European Summer School in Logic,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North American Summer School in Logic,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http://www.phil.pku.edu.cn/cllct/
http://llcc.pku.edu.cn
http://ims.nju.edu.cn/~yuliang/delta
http://www.phil.pku.edu.cn/cllct/CNCL/2016/


逻辑谜题

说假话不得奖，说真话能得⼀一个⼤大奖或者⼀一个小
奖，怎么能说⼀一句真话保证你得到⼤大奖？ 

让我们从本科开始恪守学术伦理，有开放的⼼心态，
做真诚的研究，最终会得到⼈人⽣生的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