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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有很多联系和类似之处，但最好不要将两者简单地混同起来。两者发

展历程不同，代表人物不同。逻辑实证主义坚持反科学实在论、可证实性，主张用现象主义语言建立统一的科学，

反对科学解释。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实在论、可检验性，主张用物理语言建立统一的科学，支持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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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与逻辑经验

主义（logical empiricism）均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

代，均为对 19 世纪后康德主义的回应；相互之间

渊源颇深，代表人物之间有诸多合作，比如共同主

编《认识》杂志[1]，均受到纳粹的迫害；加之话题

相近、观点类似，比如，在认识论上均主张经验主

义，均强调现代逻辑的重要性，均反对形而上学等，

因而多数人混淆二者，甚至视为一种哲学流派。实

际上，若仔细辨析，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

之间严格地说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最好不要简单地

将两者混同，以免形成某些不必要的误解。 

一、发展历程不同 

逻辑实证主义以维也纳为主要阵地，代表人物

为石里克、汉恩、纽拉特、弗兰克、克拉夫特、卡

尔纳普（前期），他们组成了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Circle），每周四聚会讨论科学哲学问题。逻

辑经验主义以柏林为主要阵地，以赖欣巴哈、卡尔

纳普（后期）和亨普尔等为主要代表，研究与逻辑

实证主义类似的科学哲学问题。 

“逻辑实证主义”一词最早为费格尔和布卢姆

贝格 1931 年在题为《逻辑实证主义：欧洲哲学中

的一场新运动》的论文中提出。他们杜撰这个名称

以区别于传统实证主义，认为新哲学流派“是经验

主义和一种可靠的逻辑理论的恰当结合，这种结合

使逻辑实证主义与传统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实用

主义区别开来”[2]。实际上，早在 1907—1912年间，

维也纳大学的青年科学家就组成了鲁道夫·哈勒所

谓的“第一个维也纳学派”[3]57。但是，1922 年石

里克来到维也纳大学之后，维也纳学派才开始引人

注意。1924年每逢周四举行讨论会的石里克小组成

立，1929年卡尔纳普、汉恩和纽拉特合著的《科学

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出版，1929 年和 1930

年举办了两次国际精确科学认识论大会（与柏林经

验哲学学会合作），1934—1939 年间举办了 6 次共

5 届国际科学统一大会，维也纳学派获得了国际性

声誉。1936年石里克被杀害，标志着维也纳学派活

动的终结。此前，维也纳学派已经分裂。1938年德

国强行吞并奥地利以后，学派的组织完全解体。学

派出版物《认识》于 1938 年迁往海牙，第八卷更

名为《统一科学杂志（认识）》，1940年因为战争的

原因停止出版。 

维也纳学派内部思想分歧很大，大致可以分为

两个阵营：右翼可称为温和派或语言分析派，坚持

反科学实在论，代表人物有石里克和魏斯曼等；左

翼可称为极端派，更倾向于认识论层面的科学实在

论的立场，试图采用物理主义的方法创立统一科

学，代表人物有纽拉特、卡尔纳普、汉恩、弗兰克

和年轻的耐德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逻辑

实证主义者大多转向了逻辑经验主义。按照洪谦的

观点，“这个变化的特征，就是维也纳学派的主要

代表们逐步地放弃了从A. Comte到E. Mach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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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传统，趋向于 Hume和 J. St. Mill式的经验主义

观点。他们把这种经验主义称为‘新经验主义’，

或者‘逻辑经验主义’。”[4]总的来说，逻辑经验主

义也可分为两支：一是柏林小组（Berlin group），

一支是在维也纳学派解散以后，从逻辑实证主义转

入逻辑经验主义的学派成员。 

柏林小组源于 1927 年 2 月成立的柏林经验哲

学学会，1931年在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建议下改称柏

林科学哲学学会，其代表人物有克劳斯、赖欣巴哈、

冯·米泽斯、赫尔茨贝格、帕泽法尔、杜比斯拉夫、

格雷林等。除了受到自休谟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影

响以外，柏林小组主要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其

一是赫尔姆霍兹、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物理理论，

其二是希尔伯特和罗素的数学和逻辑理论，其三是

列 奥 那 德 · 内 尔 逊 的 新 弗 里 斯 主 义 (Neo- 

Friesianismus)的经验形而上学[3]99。 

为什么维也纳学派多数成员后来大多会转到

逻辑经验主义立场上？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思

想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逐渐偏离了实证主义，向

经验主义靠拢。克拉夫特指出，“向逻辑经验主义

过渡的最重要的建设性的方面也许是我们观点中

日益突出的经验实在论或科学实在论的因素。”[5]198

其次，“实证主义”一词不受欢迎。哈金指出：“在

德国和法国，‘实证主义’在很多学术圈中是个不

好的词，因为它意指对自然科学的迷恋，并否认在

社会科学领域有别的理解方式。它还经常被错误地

与保守的或反动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6]36牛顿

-史密斯认为，“在许多情况下，‘逻辑实证主义者’

现在主要作为污蔑性的术语来使用，而‘后实证主

义者’却成为一个广泛使用、备受推崇的术语。”[7]281

最后，逻辑经验主义越来越受欢迎，后来虽受到历

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但是并未受重创，在科学哲学

中虽不再一支独大，但仍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之

一。正如索尔门所言，“逻辑实证主义死了，但是

我认为逻辑经验主义仍是科学哲学中的一股生机

勃勃的力量。”[8] 

二、实在论立场不同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传

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倾向于反实在论。逻辑实证

主义者把实在限定在可观察到的范围之内，反对原

因，怀疑说明，反对从电子因果效应中推出电子存

在，认为只存在现象之间的规律性。按照逻辑实证

主义，“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东西是否存在”属

于不能被经验验证的形而上学问题，应予摒弃。至

于科学中的理论实体，并不能认定为客观存在，而

仅仅是逻辑构造的产物。卡尔纳普继承了罗素的方

法论原则，“科学的哲学研究的最高标准是：凡是

可能的地方，就要用逻辑构造代替推论出的存在

物。”[9]即使有些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在认识论上可

以使用理论实体，但终究在本体论层面仍是要毫不

留情地剔除形而上学[10]。 

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立场。逻辑经

验主义者信任因果规则，认为不可观察到的物理对

象和事件只要能够通过自然规律和可观察到或者

经验到的事实相联系，就可以确定它们的存在，包

括疼痛、快乐等心理感觉，以及原子、电场等理论

实体。在《经验和预测》中，赖欣巴哈曾设想了由

透明的墙围成的“立方体世界”。立方体之外鸟儿

的影子，投射到了立方体内的天花板上和其中一面

墙壁上。他认为，被禁闭在立方体中的观察者，可

以通过观察天花板和墙壁上的影子之间的相互关

系，可以推断出立方体之外鸟儿的存在。由此，大

致可知赖欣巴哈相信因果关系，相信实体实在存在

的。他还认为，逻辑实证主义不会用影子推断出不

可观察实体的存在。对于赖欣巴哈的实在论立场，

卡尔纳普认为，“而关于外部世界实在性的命题则

是对科学体系的一种空洞的补充。我们的讨论影响

了石里克，他最终放弃了实在论的观点。而莱辛巴

赫则用下面这个经验陈述的方式对实在论的命题

作了重新解释：世界本身具有如此的因果关系，以

致人们可以成功地进行归纳推论。”[11]71-72费格尔也

指出，向逻辑经验主义过渡的最重要的建设性的方

面也许是我们观点中日益突出的经验实在论或科

学实在论的因素[5]198。 

三、意义标准不同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一个

陈述的意义就是证实他的方法”，石里克把它作为

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称之为证实原则

（Verification Principle）。石里克认为，“陈述一个

句子的意义，就等于陈述使用这个句子的规则，这

也就是陈述证实（或否证）这个句子的方式。一个

句子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12]后来虽经卡

尔纳普、艾耶尔等人的批判，做了些许调整，但是

逻辑实证主义“证实原则”的基本立场仍未动摇。 

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标准把一些有意义的，但

是不能够得到经验证实的命题排除在了科学之外。

逻辑经验主义看到了这一不足，放宽了意义标准，

采用可检验性来代替证实。赖欣巴哈从概率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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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发可检验性。他把意义理论分为两种，即实证主义

者所主张的真理的意义理论和概率的意义理论，主张

用后者来代替前者。概率的意义理论认为，任何命题

只要有可能权衡其概率，就有意义，不一定判别其真

伪才有意义。赖欣巴哈对概率情有独钟，甚至把逻辑

经验主义的新阶段称为“概率经验主义”(probabilistic 

empiricism)。卡尔纳普在后期放弃了严格的可证实性

的要求，提出了可确证性，总的来说是赞同赖欣巴赫

的观点的[11]92。卡尔纳普的确证性亦是一种逻辑概率，

“不可能有绝对的证实，只可能有逐渐的确证，这个

看法有时是以这个方式表述的：一切语句都是概率语

句。”[13]对于卡尔纳普的修正，赖欣巴哈认为，“通过

这个转变我和卡尔纳普之间以前经常成为论题主题

之一的一个旧差别已经减少了许多。”[14]76 亨普尔批

评了波普尔的意义标准，认为证伪原则仍不能令人满

意。他认为，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一个科学的假设才

能被实验的发现所证实或否定。对于大多数的科学假

设，只能说它们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得到实验材料

的支持。因此，他提出，“逻辑经验主义用经验内容

或经验意义的所谓的可检验性标准来解释经验主义

的基本学说：一个陈述，只有在它可以被观察句子(描

述由观察直接确立起来的发现的句子)所直接或间接

地加以检验的时候，才做出一个有关世界的论断。”[15] 

四、科学语言主张不同 

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都主张建立统一

的科学，并视之为哲学家的任务。但是，采用何种语

言来建立统一的科学，却存在着现象主义与物理主义

的差别。现象主义语言立场指的是以关于感觉材料的

语句为出发点的语言，如“我的眼中有个红色的三角

形”。物理主义语言谈的是物质的事物，把可观察特

性归诸物质的事物本身，并主张心理语句都能够用物

理语言来表达，科学句子最终都可以翻译为物理语

言，如“这件书包是蓝的色，并且很沉重”。 

逻辑实证主义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早期卡尔纳普

吸取了穆勒、马赫、阿芬那留斯的感觉主义思想，主

张现象主义语言观。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

可以看作是现象主义方法论的代表作。相反，激进派

更倾向于物理主义语言观，后来为逻辑经验主义者和

后期卡尔纳普所接受。激进派认为，统一科学的语言

必须满足两个要求：“第一，它必须是主体间的，也

就是说，从形式的观点看，它必须构成一种共同的记

号和规则的系统，从语义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给定的

记号，对于任何一个使用语言的人来说都必须有相同

的意义；第二，它必须是普适的，也就是说，无论何

种语言的任何语句都必须是可以翻译成此种语言的；

它必须构成一种可以表达任何事况的概念系统。”[5]142

现象主义语言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必须代之以物理

主义语言。逻辑经验主义者相信物理学的语言满足特

定种类概念系统的要求，可以通过运用物理语言或事

物语言，将多元的世界还原为一元的物理世界。按照

物理主义方法论，以心理学为代表的人文或精神科学

都可以转化为物理学，成为物理学的一个部门。 

五、对科学任务的理解不同 

逻辑实证主义反对科学解释，而逻辑经验主义是

支持的，将它认作是科学的任务之一。 

逻辑实证主义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命题形式：一种

与内容相关，组成逻辑、数学等形式科学知识，不言

说事实和经验；一种与事实相关，组成物理、自然、

社会等事实科学或经验科学知识，与事实和经验密切

相关。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传统实证主义的立场，将

科学的任务限定于经验科学领域，而将预设了因果联

系或形而上学实体的科学解释内容排除于科学之外。

对此，哈金指出，逻辑实证主义反对原因，认为自然

界除了某种事件恒常地跟随着另一件事之外，没有因

果性；逻辑实证主义轻视说明，认为说明可能有助于

组织现象，但是除了说明某些现象有规则地以如此这

般的方式出现，对于为什么问题并不能给出任何更深

层次的回答[6]34。追问现象或事件背后的原因深具形

而上学意味，因而为反对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反

对，这与其反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立场是一致。不承

认科学实在，也就没有因果关系，任何事物都只是感

觉元素的复合体，也就无需解释和说明了，因此科学

的任务仅在于描述，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系统化而

已。 

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科学实在论，承认因果性，坚

持科学解释是现代科学的重要成果。奥特认为，赖欣

巴哈是第一个发展非宿命论因果关系理论的现代哲

学家，他在《世界的一般结构与过去和现在间的差别》

中首次提出了非宿命论的因果关系理论[16]。在谈到逻

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差别时，赖欣巴哈认为，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承认科学解释以及根植于其上的

科学预见，他则认为科学预见是科学不可忽略的重要

功能[14]73。后期的卡尔纳普信赖因果关系，十分重视

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见。在谈到科学规律的作用时，他

认为，“答案是双重的：它们用于解释已经知道的事

实以及预言尚未知道的事实。”[17]逻辑经验主义后期

的主要代表亨普尔也肯定了科学解释的重要作用，指

出：“对物理世界的各种现象进行解释，是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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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主要目标。”[18]他否定了通过神话和隐喻的方

式来对周围世界的多样性进行解释的传统路径，认为

它们对于科学来说是不适宜的，继而提出了科学解释

的解释相关要求和可检验性要求这两个原则，以及演

绎—律则模型（D-N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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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 页）治状况相适应。一个代表着广大人

民群众公共利益的社会，要稳定持续地发展，就应有

一定的秩序规则，并且要有足够的法律威慑力来保护

社会的公共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毒品犯罪形

势严峻，已成为世界公害，与武装集团结合在一起，

危害程度触目惊心。 

日趋严重的毒品犯罪已成为全球性的灾难，毒品

的泛滥直接危害人的身心健康，并给予社会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威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新型毒品的出现，毒品犯罪呈现了国际化、集团化、

武装化，手段多样化的特点，暴利巨大，更加隐蔽和

诱惑。吸食毒品人数剧增，牵动和诱发相关犯罪，成

为新时期我国刑事犯罪的一大动因，对于这一动因，

应该引起立法，司法层面上的重视和全社会的重视。

吸食毒品者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害人者，他们直接（如

后果性犯罪）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笔

者从几个方面分析了吸食毒品入刑的必要性，虽然分

析比较肤浅，目的是引起社会的重视和思考，研究讨

论吸食毒品入刑的必要性。强化刑法的威慑力度，有

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从毒品犯罪的各个环节入手，切

实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的进一

步发展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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