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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内容

（西⽅方）逻辑学产⽣生的背景 

亚里⼠士多德与三段论 

技术内容：三段论片段的可靠性与完全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逻辑之源

对⼀一个⼈人⼀一⽣生的健康，什么是最重要的？ 

选对⽗父母（基因）。。。 

让我们看看逻辑学之⽗父有什么值得我们继承的



背景

⼏几何学 

哲学论辩



⼏几何学关注点的变化

前希腊时期：测量与计算（computation） 

希腊时期：开始关注证明（proof）



最早的证明

泰勒⼠士（Thales c.625－c.546BC）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c.569－
c.475BC） 

欧⼏几里得（Euclid c.325－c.265BC）



⼀一个有趣的例⼦子

Thales证明的5个定理之⼀一： 

等腰三角形俩底角相等 

中学证明：做角平分线、从顶点到底边中点连线  

pons asinorum（bridge of the asses）



欧⼏几里德的证明 
角平分线及“边边边” 
在命题5还不可以用



穿越：AI found a 
much simpler proof？
事实上： 

Marvin Minsky (1927 – 2016) 在模拟机器证明的时候重
新发现了这个证明。 

Pappus of Alexandria 在公元四世纪就发现了这个证明。  

需要对⼏几何更抽象的理解 

BTW Minsky的书Preception还冰封了AI中⼈人⼯工神经⽹网进
路n年，直到Geoffrey Hinton等出来挽救神经⽹网两次
（Hinton是逻辑学家布尔的曾曾外孙）



⼀一个经典的非构造性证明

Pythagoras number：√2 

不可公度数 (⽆无理数) √2≠n/m（整数比） 

反证法：假设√2等于两个整数的比 

则存在整数n和m,使得√2＝n/m且⽆无公因⼦子 

则2m2=n2
，有n为偶数 

则n2
可被4整除，则m2

是偶数，则m是偶数 

则n,m有公因⼦子，⽭矛盾



穿越：构造性数学

这个证明使用了排中律（p 或者并非 p） 

是⼀一个间接证明：并非“并非根号2是有理数” 

直觉主义数学与直觉主义逻辑 

现代的机器辅助证明技术：直觉主义类型论，有
计算上的优势



欧⼏几里德：集⼤大成

第⼀一卷⾄至第六卷的内容主要为平面⼏几何。 

第七卷⾄至第九卷主要阐述了数论。第⼗十卷讨论了

⽆无理数。第11卷⾄至第13卷主要讨论立体⼏几何。 

1607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学者徐光
启译出前六卷



公理化的研究⽅方式 
欧⼏几里得的5条公里

1 从⼀一点向另⼀一点可以引⼀一条直线。 

2 任意线段能⽆无限延伸成⼀一条直线。 

3 给定任意线段，可以以其⼀一个端点作为圆⼼心，该线段作为半径作⼀一
个圆。 

4 所有直角都相等。 

5 （平⾏行公理） 若两条直线都与第三条直线相交，并且在同⼀一边的内
角之和小于两个直角，则这两条直线在这⼀一边必定相交。 

5’ 通过⼀一个不在直线上的点，有且仅有⼀一条不与该直线相交的直线。



穿越：现代意义

逻辑学及其他学科的公理化⽅方法 

精确形式化⼏几何原本的各系统 

非欧⼏几何也是⼀一致的： 

以“可以引最少两条平⾏行线”为新公设：罗巴切夫斯基⼏几何 

以“⼀一条平⾏行线也不能引”为新公设：黎曼⼏几何 

什么东西推不出来：独立性，可以有不同的数学，反推数
学。



背景

⼏几何学 

哲学论辩



Dialectic
观点不同的⼈人通过理性讨论试图发现真理 

芝诺（Zeno c.490-c.425BC）归谬：从别⼈人接受
的观点出发，推导出别⼈人不接受的东西以反驳最开始
的观点。 

苏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反驳法：先问
别⼈人关于他们确信的“知识”，⼀一步步问进⼀一步的问
题，直到对⽅方得到荒谬或与之前答案相⽭矛盾的回答。
目的是测试到底什么是靠谱知识。



其他思想准备

对语⾔言使用的反思 

⼀一定的语法概念 

分离论证有效性的相关因素：修辞等 

比⼏几何证明更⼀一般的“证明”，需要更严格 

寻求确定性：宗教/神秘主义还是其他的？ 

真、假的观念以及与意义的联系



本讲内容

（西⽅方）逻辑学产⽣生的（思想）背景 

亚里⼠士多德与三段论 

技术内容



亚里⼠士多德

17岁进⼊入柏拉图学园 Academy 

兴趣⼴广泛, 建各种系统 

是很多学科的祖宗 



后柏拉图时代

柏拉图把学园主任让位给他的外甥斯珀西波斯

（Speusippus)。 

亚里⼠士多德闪了，留下了⼀一句名⾔言



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继续跟帖

Alfred Tarski（1901 – 1983） 

Plato is an enemy, but falsehood is 
a greater enemy



纪念伟⼤大数学家和哲学家
的不同⽅方式

纪念伟⼤大数学家：推⼴广 

纪念伟⼤大哲学家：找茬



逻辑的缘起

Jaakko Hintikka (1929 – 2015) 的⼀一个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编柏拉图学园的对话游戏的⼿手册时注意
到有些问题只能有特定的答案：演绎规则 

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会死的？-是 

x是不是⼈人？-是 

x是不是会死？-是（别⽆无选择）



⼯工具论 (Organon)
范畴篇(Categories)：范畴——谓词分类  

解释篇(On Interpretation)：对当⽅方阵等  

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三段论  

后分析篇(Posterior Analytics：更多三段论 

论辩篇(Topics)：论辩策略 

辩谬篇(Sophistical Refutations)：谬误



统治⼈人类两千年的三段论

例⼦子 

⼤大前提：所有⼈人都是动物 

小前提：所有逻辑学家都是⼈人 

结论：所有逻辑学家都是动物



例⼦子 

⼤大前提：所有A都是B 

小前提：所有C都是A 

结论：所有C都是B

统治⼈人类两千年的三段论



例⼦子 

⼤大前提：所有A都是B 

小前提：有些A是C 

结论：有些C是B

统治⼈人类两千年的三段论



例⼦子 

⼤大前提：所有A都是B 

小前提：有些C是B 

结论：有些C是A 

不对！所有哲学家都会死，有些兔⼦子会死，推不
出：有些兔⼦子是哲学家。

统治⼈人类两千年的三段论



统治⼈人类两千年的三段论

语⾔言："所有A是B," "有些A是B", “没有A是B”，"有些A不是B” 

本质上通过这个模板⽣生成：所有/有些 A 是/不是 B   

结构：⼤大前提（M，P），小前提（S，M），结论（S，P） 

可能的（不等价）形式256个 

4个基本自明的“perfect”三段论 

⼀一些转换规则从四个基本的推出所有24个有效的 

其他不有效的都可以找到（直观）的反例



现代特征

符号语⾔言既具⼀一般性又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有限⼏几条原则出发推出所有有效的规则



四个基本的三段论
aaa(Barbara) eae(Celarent) aii(Darii) eio（Ferio）

⼤大
前
提

所有M是P 没有M是P 所有M是P 没有M是P

小
前
提

所有S是M 所有S是M 有些S是M 有些S是M

结
论

所有S是P 没有S是P 有些S是P 有些S不是P

All A is B （AaB），No A is B （AeB）  
Some A is B （AiB）， Some A is not B （AoB）



转换规则举例
简单转换：“有些X是Y”可以转换成“有些Y是X”； 

⽭矛盾转换：逆否+SM换名称

aii(Darii) aii(Datisi) aaa(Barbara) iai（Bocardo）

⼤大
前
提

所有M是P 所有M是P 所有M是P 有些M不是P

小
前
提

有些S是M 有些M是S 所有S是M 所有M是S

结
论

有些S是P 有些S是P 所有S是P 有些S不是P



有趣的命名

B = syllogism reduces to Barbara C = syllogism reduces to 
Celarent D = syllogism reduces to Darii F = syllogism reduces 
to Ferio  

s = reduce by a simple conversion of the previous premiss, e.g., 
No A is B = No B is A or Some A is B = Some B is A  

p = reduce by an accidental conversion of the previous 
premise (the “p” is for “per accidens”), e.g., Every A is B = Some 
B is A  

m = change the places of the major and minor premises (the 
“m” is for “mutation”)  

c = reduce by contradiction



中世纪记忆⼝口诀

Bárbara, Célarént, Darií, Ferióque 
prióris, Césare, Cámestrés, Festíno, 
Baróco secúndae. Tértia Dáraptí, 
Disámis, Datísi, Felápton, Bocárdo, 
Feríson habét. Quárta ínsuper áddit 
Brámantíp, Camenés, Dimáris, Fesápo, 
Fresíson.



亚里⼠士多德证的元定理

三段论系统（四个基础+转换规则）推不出如下的
三段论模式： 

如果有两个否定性的前提 

两个特称前提 

⼀一个负结论和⼀一个正前提 

全称结论⽽而有⼀一个特称前提



上次的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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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我不会得到小奖”



本次谜题

⼀一个⼈人⼝口普查员去⼀一个逻辑学家家里调查情况，

逻辑学家说：“我们家三个小孩的年龄加起来是
我的门牌号，乘起来是72。”普查员想了⼀一会
说：“我不知道你孩⼦子都是多⼤大啊。”逻辑学家
说：“哦对了，我忘了说我们家老⼤大喜欢喝加糖
的⾖豆腐脑。”这时⼈人⼝口普查员说那我知道了。问
小孩各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