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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特定时空区域为特定事物占据，则该特定时空

区域不可能同时为其他事物所占据；特定事物占据一特定时空区域，则该特定事

物不可能同时占据其他时空区域；一事物具有某些特定属性，则该事物一定不具

有其他属性或其他事物一定不会同时具有该事物具有的所有相关属性。如果特定

时空区域为特定事物占据或一事物具有某些特定属性构成肯定事实，则该时空区

域不为其他特定事物所占据、该特定事物没有占据其他时空区域以及该事物不具

有其他属性都将构成否定性事实。虚无、缺失是否定性事实存在的本体论根据。缺

失是能够被直接或间接地感觉到的；感觉到了缺失，也就是感觉到了否定性事实；

肯定性事实和否定性事实都是存在性命题的真值赋予者或制造者。

【关 键 词】个体事物；时空区域；在场；缺失；虚无；构成性要素；否定性事实。

【作者简介】张继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暨南大学法

学院讲座教授，主要从事法哲学、法学方法论、证据学、法律逻

辑研究。

在《知识论》一书中，金岳霖认为“事

实是可以官觉得到的或者间接地有官觉

上的根据”[1] 的，那些“完全没有官觉上的

根据的，我们不能叫做事实”	[2]。负事实（=

否定性事实，正事实= 肯定性事实）就是

那种“既不是可以直接官觉得到的事实，

也不是以上所说的那样的间接官觉可以

得到的”[3]。负事实既然没有官觉上的根

据，所以“我们也就不承认负事实。负事

实既然取消，所谓正事实当然也没有意义

了”[4]。在他看来，如果承认负事实存在的

话，那么，“这样的‘事实’就不止一件”，

而是“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了[5]，这是不可

思议的，是十分荒唐的。所以，在金岳霖那

里，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没有正负（肯定性

事实与否定性事实）之分。

正因为在他看来负事实是不存在的，

所以即使像“罗斯福不在昆明”这一否定

性存在命题是真的，而且这一命题的真也

有事实上的依据，但其所依据的并不是罗

斯福不在昆明这种事实，而是罗斯福在华

盛顿这种事实。“罗斯福不在昆明”[6]这一

否定性存在命题的真，是从罗斯福在华盛

顿这件事实中推论出来的。

对于金岳霖的上述观点笔者也曾深

信不疑，但在后来的法学研究过程中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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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这些观点与客观现实严重不符，是

不能成立的[7]。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笔

者认为，与命题有肯定否定之分一样，事

实也有肯定性事实与否定性事实的区分，

肯定性事实与否定性事实是肯定命题与

否定命题的真值制造者。下面将围绕这一

中心观点展开本文的论述。

一、时空状态与否定性事实

1.0	物质存在于时间空间之中。世界

是由物质组成的，而“科学赋予物质的唯

一属性，就是占有空间位置和依照运动规

律而运动的能力”[8]，并且物质的运动都

是在时间序列中进行的，所以，物质及其

运动都是在时间空间中存在的，这样任何

个体事物都必然与时间空间之间存在着

某种关系。

1.1	个体事物与时间空间之间的关系

也是事实。虽然哲学界至今并没有对“事

实”概念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但学

者们一致认为事物及其性质以及事物之

间的关系就是事实。既然事物及其性质以

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事实，那么，个体事

物与时间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事实：

因为“时空‘事物’连同它的所有规定是一

具体物”[9]，所以个体事物与时空这种具体

物之间的关系也是事实。既然个体事物与

时间空间之间的关系是事实，所以，笔者

认为事实就应当具有肯定性事实与否定

性事实的区分。

1.2		虚无状态与否定性事实。

1.21	我们把个体事物与其从产生到

消灭这个时空区域内的关系叫做该个体

事物的存在（实存、存有）；而将个体事物

与其自身产生之前和消灭[10]之后这两个

时空区域的关系叫做该个体事物的虚无

（非存在）。

例如, 我们将周恩来与1898年3月5

日（生于江苏淮安）至1976年1月8日（卒

于北京）这个时空区域的关系叫做周恩来

的“实存（存有）”，而将周恩来与1898年3

月5日之前和1976年1月8日之后这两个

时空区域的关系叫做周恩来的“虚无”。

1.22	所有实存着的个体事物都将走

向虚无。

1.23	在虚无状态下，由于个体事物不

可能呈现于过去和未来的时空区域之中，

个体事物与过去和未来的时空区域之间

具有否定性关联，因此，个体事物与这两

个时空区域的关系只能构成否定性事实

而不可能构成肯定性事实。例如：阿法狗

（机器人）不在阿房宫[11]。正由于个体事物

在这些时空区域不存在，所以，该个体事

物也必然不会具有只有在这些时空区域

中存在的事物所具有的属性，等等。这些

情况就构成了否定性事实。

1.3	缺失状态与否定性事实。处于实

存状态下的个体事物与时空区域之间具

有以下两种关系：在场与缺失。

1.31	我们将个体事物占据（出现、显

现）特定时空区域叫做该个体事物的在场。

我们将处于（实存）持存状态下的个体事

物与它所不占据的空间区域的关系叫做该

个体事物在该空间区域的缺失（不在场）。

1.32	特定个体事物（如a）在特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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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区域（S1T1）的在场，就是其他无数个体

事物（如bcd……）在该时空区域的缺失

（不在场）；特定个体事物（如a）在该时空

区域的在场，则它必然在S2T1、S3T1、S4T1、

S5T1……或SnTn、SnTn、SnTn、SnTn……等无

数其他时空区域的缺失。所有个体事物和

特定时空区域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

1.321	体事物是以时空连续体的方

式完整地存在着的，但不同个体事物处

于实存状态的时间长短、空间广延是不

一样的。

1.322	个体事物在特定时间点段只能

占据一个特定空间位置，不可能同时占据

两个以上的空间位置。

1.33	在场和缺失存在于同一时空区

域（S1T1）；在场与缺失是相容的、是互补

的、是相互关联的。正因为“在场”与“缺失”	

是相容的、是互补的、是相互关联的，所

以，世界才是绚丽多彩的、纷繁复杂的[12]。

1.34	在场与缺失互为对方划定了限

制和界限。

1.35	虽然“在场”也是无限多，但“缺

失”比“在场”更多（在T1时间段里，a 事

物在S1空间位置上的在场，就是bcd等无

数个体事物在S1 空间位置上的缺失，同

时a 事物在S1的在场，就是它在S2、S3、S4、

S5……等无数空间位置上的缺失）。

1.36	任何特定时空区域都为特定个

体事物所占据；不存在空无一物的时空区

域（就连真空状态也是充满了负能态的电

子海）。缺失并不意味着时空区域空无一

物，而仅仅意味着某些特定个体事物不占

据该特定时空区域。

1.37	在场与缺失构成了个体事物以

及世界的完整状态；因此要了解个体事物

以及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仅仅知道“在

场”（这里有什么、是什么）是不够的，还必

须同时知道“缺失”（这里没有什么、不是

什么），这样才能对个体事物以及世界“究

竟是怎么样的”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1.38	上述特征表明，在场与缺失的区

分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而不仅仅是认识论

意义和价值论意义上的区分。

1.39	既然“在场”与“缺失”的区分是

本体论意义上的，如果个体事物在时空区

域的在场构成肯定事实，则个体事物在其

他时空区域或其他个体事物在该特定时

空区域的不在场必定构成否定性事实。比

如在1945年4月11日这一天，如果罗斯福

在华盛顿是事实，那么在这一天，罗斯福

不在昆明同样也是事实。在这两个事实中，

个体事物与特定空间的逻辑关系是肯定

的（罗斯福占据华盛顿这个空间位置——

在场），则该个体事物与另一特定空间的

逻辑关系必然是否定的（罗斯福不占据昆

明这个空间位置——不在场），所以，这两

个事实就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事实。

1.391	肯定性事实与否定性事实之

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由虚无状态构成

的否定性事实没有与之对应肯定性事实，

由缺失状态构成的否定性事实一定有一

个肯定性事实与之对应，而且可能是无数

多个否定性事实对应一个肯定性事实：与

罗斯福在华盛顿这个肯定性事实相对应

的否定性事实有无数多个：罗斯福不在昆

明、罗斯福不在南京、罗斯福不在巴黎、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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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不在伦敦、罗斯福不在莫斯科……；

当然这一天所有在昆明、南京、巴黎、伦

敦、莫斯科……的人也都不在华盛顿。

1.392	缺失（不在场）是个体事物与

时空区域之间的关系属性，是在人的期待

中显现出来的，是在预期的结果和实际的

结果之间做出比较得出来的：我和皮埃尔

相约四点钟在咖啡馆见面，结果我迟到了

一刻钟，我环顾了整个咖啡馆后发现“他

不在”，在这里“皮埃尔不在这座咖啡馆，

就是我和这咖啡馆之间的原始关系，无数

其他的人由于缺乏确定他们不在场的那

种实在的期望，与这座咖啡馆没有任何关

系。但是，正是我自己期待看见皮埃尔，于

是我的期待使皮埃尔的不在场成为我与

这座咖啡馆相关的实在事件。现在，我发

现皮埃尔不在这座咖啡馆是一个客观事

实，而这种不在场表现为皮埃尔和我寻找

他的那所房子之间的综合关系”[13]。

1.393	不在特定时空区域的个体事物

有无数个，但究竟哪个否定性事实显现出

来，这取决于人的期待或需要。不在咖啡

馆的人有无数多个（也有诸如顾客、桌子、

椅子、杯子、光线、烟雾和说话声、茶盘碰

撞声、纷乱的脚步声等事物），由于我的期

待使得皮埃尔不在咖啡馆这种否定性客

观事实显现出来[14]。

1.394	正因为在场与缺失同时存在，

因此，缺失（不在场）并不是通过否定判断

进入事物之中的；相反，正是否定判断受

到缺失（不在场）的制约及支持[15]。我胃

里没有食物不是通过“我胃里没有食物”

这个否定判断造成的，恰恰相反，“我胃里

没有食物”这个否定判断是恰恰是因为我

的胃里没有食物（我没有吃饭）这个客观

的否定性事实造成的。

二、属性缺失与否定性事实

2.1	存在于时空区域中的所有（自然）

个体事物都是由特定构成性要素按照一

定的排列方式（结合方式、配置方式）组成

的有机整体。水是两个氢元素和一个氧元

素组成的（H2O）化合物，人是由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排泄系统（当然这些

系统也是由更小的构成性要素组成的）等

构成性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

2.11	构成性要素不同、构成性要素之

间的排列方式不同，形成的个体事物不同；

构成性要素、排列方式完全相同而个体事

物不同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2.111	个体事物的存在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

2.112	个体事物是以气态、固态、液态

的方式存在着的，但不可能同时以两种以

上的方式存在；由H2O 构成的事物在0℃

以下以固体的方式存在，在0℃到100℃之

间以液态的方式存在，在100℃以上以气

态的方式存在。

2.12	个体事物是特定属性的综合统

一体；个体事物的方式存在不同，个体事

物所具有的属性也必定不同；世界上不存

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树叶并不是绿

色、光滑、弧形等所有质之外的一个新的

本体，而只不过是这些质的一个综合的统

一体而已”[16]）。

缺失、虚无与否定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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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构成要素不同，个体事物的性

质不同。

2.122	构成要素之间的排列方式不

同，个体事物的性质也不会相同。

2.123	个体事物所处的环境不同（与

该个体事物发生关系的对象不同），个体

事物具有的性质也会不同。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

2.13	构成性要素、排列方式、发生相

互联系的环境是特定个体事物（a）具有属

性G的原因，则它们一定不可能同时也是

该个体事物具有属性¬G的原因。

2.14	个体事物在具有一个或一些属

性的时候，则该个体事物一定不可能具有

另外一个或其他一些属性（这张桌子是方

的时候，则这张桌子不是圆的，因为圆和

方不可能出现在同一时空区域之上）；具

有某些特定属性与缺失另一些特定属性

是每个个体事物的本质特性，因为不可能

存在具有所有属性的个体事物。

2.141	 个体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和它

所不具有的属性都不是随意的，都是具有

其客观依据的，“两种颜色在视野中不可

能同时在一个地方，这是逻辑上的不可

能，因为这是为颜色的逻辑结构所排斥

的”[17]。例如在其他构成性要素不变的情

况下，铁元素和镁元素的缺失，则导致树

叶的颜色就会由绿变黄；在其他构成性要

素不变的情况下，水分、养料的缺乏也会

导致树叶由绿变黄，甚至导致树木的死亡。

2.142	个体事物具有的自然属性与不

具有的自然属性之间存在条件关联或因

果关联。

2.15	个体事物缺失的属性总比它持

有的属性多得多。

2.2	事物及其属性总是处于变动之中

的；T1时个体事物a 具有G 属性，T2时个体

事物a 具有¬G 属性, 这并不构成逻辑矛盾：

春天夏天树叶是绿色的，秋天或冬天树叶

是黄色的。

2.21“存在将要成为的那个东西将

必然地隐没在它现在不是的东西的基质

中”[18]“事物的产生过程是由一种事物长

成另一种事物的。那么，它长成什么事物

呢？不是长成那个长出它的事物而是长成

那个它要长成的事物”。这就是说，在亚里

斯多德看来，“一物是从缺失变来的，缺失

自身的本性是非存在”，缺失、基质和形式

是事物变化过程的三种基本因素，“处于

变化开端的缺失乃是变化在终了时会提

供并且基质能接受的特征遗缺。例如，假

定一个人从无教养变成有教养：‘人’是基

质，‘无教养’是缺失，而‘教养’则是人在

变化终了时获得的形式”[19]。

2.3	个体事物具有某种特定属性构成

肯定性事实，个体事物缺失特定属性构成

否定性事实。

2.31	肯定性事实表明事物与属性之

间肯定性逻辑关联，否定性事实表明事

物与属性之间具有否定性逻辑关联；它

们的逻辑表达式是不一样的，肯定性事

实的逻辑结构是：SiTi（+a）或F（a）或R（a，b）；

否定性事实的逻辑结构是：SiTi（-a）或¬F（a）

或¬R（a，b）
[20]。具有相反逻辑结构的事实

显然不是一类事实。

2.32	肯定性事实与否定性事实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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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武当山在湖北，武当山不在湖南、不

在四川……汞是液态金属、汞不是固态金

属；梧桐叶在春天是绿色的、梧桐叶在春

天不是蓝色、不是紫色、不是黄色的……

三、属性赋予与否定性事实

前述命题中所讨论的都是自然事物

与肯定性事实、否定性事实的关系问题。

下面我们专门讨论一下人造事物（社会实

在——制度性事实）与肯定性事实、否定

性事实的关系。

3.1	我们将事物分为自然事物和人造

事物。自然事物就是由自然界中原本就存

在着的由不同物理化学元素组成的客观

事物，是一种无情性物理实在，它具有“像

物理学、化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所描述的那

些特征”[21]，它们即使在人类消失后，仍然

依其形态和规律存在和发展。

3.11	人造事物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

生存发展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是相对于

天然物质形态而言的人造物质形态。它

是物质世界本来没有的、纯属经人为变

革某些天然物质形态而创造出来的……

它既依赖于人类而存在，又依赖于人类

而发展”[22]。

3.12	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是由自然事

物和人造事物共同构成的。人造事物是在

自然事物基础上建构而成的，在逻辑上和

时间上，自然事物总是先于人造事物，不依

赖于自然事物的人造事物是不存在的。

3.21	自然事物的属性（特征）独立于

观察者（制造者、设计者、使用者），这些属

性（特征）与人的存在与否毫不相干的，人

存在它是如此，人不存在它还是如此。	

3.22	人造事物的部分属性属于固有

属性（因为所有人造事物是以无情性物理

实在为基础的），部分属性依赖于观察者。

3.23	 依赖于观察者的属性是由观

察者（设计者、制造者、使用者）赋予给

事物的：木匠使树木变成了凳子、桌子、

床……油漆匠使这些东西有各种各样的

颜色和图画。

3.3	人造事物的属性是由以下构成要

件构成的：

3.31	任何社会实在都有其（I1）无情

性物理实在为基础。“社会地建构起来的

实在要以不依赖于一切社会建构出来的

的实在为前提，因为必须有某种东西使社

会建构的实在得以从中建构出来。例如，

要构成货币、财产和语言就必须有金属

片、纸张、土地、声音、记号之类的原材料。

反之，这些原材料不可能离开某种更本源

的原材料而被社会地建构出来。直到最

后，我们达到不依赖于一切表征的无情性

物理现象的岩基”[23]。

3.32	功能赋予（I21）：结构-功能就是

凭借事物的物理、化学结构所执行的功能。

这种功能的实现是通过改变事物的物理

结构或化学结构来实现的。例如人们通过

改变树木的原始结构，将其制成椅子、床、

房屋、独轮车等等，椅子、床、房屋、独轮车

就具有了树木的原始结构所不具有属性

（形状、结构、功能）。化学药品就是通过改

变自然事物的物理结构或化学结构使自

然事物获得新的功能，特定物理结构或化

缺失、虚无与否定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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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结构形成特定的功能，具有一种或几种

功能就不会同时具有与该结构相矛盾的

属性：一种结构的药物具有活血化瘀的功

效，则它不可能同时具有止血的功效。

3．3211	被赋予特定结构- 功能的事

物与它持有的属性形成了肯定性事实；没

有被赋予特定结构- 功能的事物与它所

缺失的属性构成否定性事实。

3．3212功能赋予（I22）：地位- 功能就

是不能仅凭其物理、化学结构而必须凭借

人类赋予给它一种特殊地位才能执行的

功能。例如，总统、校长、法官等就是凭借

人类赋予给这些对象某种特殊地位（职务、

权力）才能执行总统、校长、法官的职能。

3．3213	被赋予特定地位- 功能的事

物之上形成了肯定性事实；其他没有被赋

予特定地位- 功能的事物与它所缺失的

属性构成否定性事实；同时，被赋予特定

地位- 功能的事物不具有被赋予其他地

位- 功能的属性，因而形成了否定性事实：

林肯是律师与林肯不是美国总统（1836—

1860），林肯是美国总统与林肯不是律师

（1860—1865），这些肯定性事实和否定性

事实同时存在。之所以如此，这由美国的

法律制度决定了的：一个人不能同时既是

法官又是律师，或者既是律师又是总统。

也就是说，法律制度赋予了林肯以律师的

地位- 功能，就不能同时赋予林肯以总统

的地位- 功能；同样，法律制度赋予了林

肯以总统的地位- 功能，就不能同时赋予

林肯以律师的地位- 功能。但林肯是律师

与林肯不是美国总统（1836—1860），林

肯是美国总统与林肯不是律师（1860—

1865）都是事实。因此，每个制度性社会

实在都是诸多肯定性事实与否定性事实

的统一体。

3．3214	在地位- 功能赋予情形中，一

般都具有与该功能相应的地位指示物。因

为人们必须借助于某种手段来识别特定

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地位- 功能。生活中常

见的军警制服、学生证、工作证、结婚证、

离婚证、商标、发票、授权书、委托书等等

都是特定社会实在的地位指示物，这些地

位指示物就成为判断一个社会实在是否

是肯定性事实与否定性事实的可靠证据。

3.33（I3）人造事物包含着集体意向

性；符合集体意向性的事物构成肯定性

事实，不符合集体意向性的事物构成否

定性事实。

3.34	（I4）人造事物是根据构成性规

则建构而成的。符合构成性规则的人造物

可以形成一个或诸多肯定性事实，不符合

构成性规则的人造物则形成诸多否定性

事实：符合“投篮”规则的进球算作“得分”，

不符合“投篮”规则的进球不算“得分”。

3.41	制度性社会实在的逻辑结构：在

C 中x 算作y[24]。

3.42	在C 中，同时具备I1、I2、I3、I4等

构成要素的X 算作Y; 这种人造物是真的

人造物。

3.43	在C 中，缺失或滥用I1、I2、I3、I4

等构成要素之一的X 都不是真的人造物

Y，而是假冒伪劣的人造物[25]。

3.44	人造物是由无情性物理实在、结

构- 功能、地位- 功能、集体意向性和构成

性规则四个构成要件构成的，具有任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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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都可以构成一个肯定性事实；不具备这

些要件的事物则构成更多的否定性事实。

3.45	构成要件可以叠代使用，构成更

加复杂的人造物，这样也就可以构成更多

的肯定性事实和否定性事实；不过，否定

性事实比肯定性事实更多。

3.5	制度性事实都是价值事实。

3.51	在多个否定性价值事实中，哪个

否定性价值事实呈现于人的感官之中，取

决于人的价值期待或需要：加油站之所以

录取他，是因为他不（会）抽烟；公关部之

所以不录取他则是因为他不会喝酒（他不

会说德语）。

四、缺失是可以被感知的

缺失是可以被感知的，感知到了缺失

也就感知到了否定性事实。

4.1	事物本身及其属性的在场是可以

官觉到的。传统哲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在

场的形而上学”，就在于它仅仅以事物本身

及其属性对意识的纯在场为对象[26]。正因

为事物及其属性在场（实存、存有），所以

我的眼睛闭起来，颜色就不再存在了；我

把我的胳膊移开而不再接触桌子，硬的感

觉就不再存在了；我不用指头敲桌子，声

音也便不再存在了；但只要我睁开我的眼

睛，放回我的胳膊，又用指头敲打桌子，那

么所有这一切感觉材料及其属性将又会

重新出现在我的感官之中[27]。感觉到了事

物本身及其属性对意识的纯在场，也就感

觉到了肯定性事实的存在。

4.2	与个体事物在时空区域中的在场

是能够被知觉到的一样，个体事物在时空

区域中的缺失也是能够被知觉到的。

4.21	感觉缺失就是寻找个体事物在

特定时空区域的不在场。“缺失又是可以

被知觉到的……我们不是在寻找纯粹的

没有东西，我们寻找的是玛丽在这个房间

里的缺失”[28]。

盲人正是通过感觉固体阻碍物的缺

失以达到他们的前行，他们的身体、手臂

所经历的那种空无障碍物的感觉就是那

种关于缺失的感觉。移去不想要的东西所

产生的空旷感就是通过感知一些东西的

缺失来实现的[29]。

4.22	感觉到属性的缺失就是发现我

们关注（需要、期待）的某些特定属性在个

体事物身上没有出现或者发现特定个体

事物不是某种属性的示例物。

总之，感知到了个体事物的不在场、

感知到了个体事物某种属性的缺失，也就

感知到了否定性事实。

4.3	否定性事实能够被感知的价值论

证据。

4.31	需要的存在就是人们感知到了

缺失。“按照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的一般

观点来看，需要是人感到缺少点什么，这

种缺少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并促使他

努力消除这种匮乏”[30]。

4.311	缺失的存在主宰着主体的意识

活动。当胃里没有食物（东西）的时候，其

感觉是饿。“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

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许多方

面，或许甚至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

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知改变了（他会比

缺失、虚无与否定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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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

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

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

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

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

数题）……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感

到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

同于其他时刻的人”[31]。

4.312	缺失的存在形成了人的特殊口

味或癖好：“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

人就会趋向于发展出针对那种缺少的食

物的专门口味或癖好。”[32]

4.313	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决定着人

的生存状况。“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

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基本需要

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要得病”“基

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

产生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

的效应”“当安全、爱以及尊重得到满足

时，机体就发挥得更好，感觉会更敏锐，

智力的使用更充分，思维更能得出正确

的结论，更能有效地消化食物，更少患

各种疾病，等等”[33]。

4.32	虽然“物以稀为贵”是一个众所

周知的普遍真理。但是，没有对稀缺的感

觉，事物对主体毫无价值可言，所以对稀

缺（缺失）的感知是产生价值的逻辑前提。

4.33	需要的满足、价值的实现说明某

种缺失被发现且被消除。

4.34	特定个体事物在特定时空区域

的缺失或特定个体事物不具有（缺少、缺

乏）我们关注（需要、期待）的某些价值属

性就是否定性事实，所以，知觉到了价值

的缺失也就知觉到了否定性价值事实。

反过来说，知觉否定性价值事实就是知

觉某特定个体事物价值属性的缺失或知

觉我们关注的属性为特定个体事物所缺

少、缺失。

4.41	如果缺失是不可知觉的，那么，

查证件（车票、入场卷）、查人数（看是否到

场、出席）、医院里的检查化验等人类社会

实践活动都是多余的、荒唐的活动了；如

果缺失是不可知觉的，那么人们就连饥饿

也不会知道了。这显然是不合常识的。所

以，金岳霖认为否定事实没有官觉上的根

据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因而否认否定性

事实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4.42	消除否定性事实的过程，就是创

造肯定性事实的过程——知道自己是什

么，知道自己不是什么，而且知道自己想

要成为什么，通过努力，最终实现了理想，

这就是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

4.5	自然事物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志

而存在的；有人类没有认识到的自然事物；

没有不被认识的事实。

4.51	事实必须以被知道为前提，不知

道的东西一定不是事实（但被知道的却未

必都是事实）；“你有你不知道的事实，我有

我不知道的事实”，但没有所有人都不知道

的事实，事实至少为一个人所知道[34]。

4.52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肯定性事

态（事实）与否定性事态（事实）是同时存

在的，但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肯定性事

实与否定性事实未必能够一起被知道。

4.53	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可能同时

知道该事物不是什么；否定性事实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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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性事实中衍推出来。

4.54	从一个或一些肯定性事实中能

衍推出多少个否定性事实取决于主体的

知识是否渊博或阅历是否丰富，见多识广

的人比孤陋寡闻的人衍推出来的否定性

事实要多得多。

4.55	多个否定性事实中的那个被衍

推出来主体取决于人的期待或需要。

4.56	知道事物不是什么不需要以知

道它是什么为前提；人们往往是先从认识

一个事物不是什么开始，然后才认识到该

事物是什么的（居里夫人在沥青中发现了

一种新的金属元素，起先她并不知道这种

金属元素是什么，但知道这种金属不是金

银铜铁锡等已知的金属元素，后来把这种

其化学符号为Ra，原子序数为88，原子量

为226.0254，属周期系ⅡA族，为碱土金属

的成员和天然放射性元素命名为镭）。也

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知道一系列否定性事

实，然后才知道一个肯定性事实。

4.57	也许我们只知道一个事物不是

什么（什么事态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而

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什么事态实际发生

了）。一个人被害了，我只知道他不是被我

杀害的，但可能永远不知道是被谁杀害的；

他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没有在课

堂上。“他不在课堂上”这个否定性命题的

真直接可以从他没有在课堂上这个否定

性事实中获得证明，而无需知道他在那里

这个肯定性事实中获得证明。

4.58	在人们不知道一事物是什么而

仅仅知道该事物不是什么的情况下，我

们只能确证一个与该否定性事实相对应

的否定性命题为真，与之对应的肯定性

命题为假。

4.6否认否定性事实的客观存在必将

陷入自相矛盾的二难境地。

4.61“我们生活的这个物理世界不存

在否定性事实”是一个标准的否定性存在

命题，这个命题的真假取决于该命题是否

与事实相符合：

如果该命题被证明为真，表明该命题

与我们生活的这个物理世界不存在否定

性事实这个事实相符合，而我们生活的这

个物理世界不存在否定性事实这个事实

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的否定性事实；这说明

否定性事实是存在的。

如果该命题被证明为假，说明该命

题与它所反映的事实不相符合，该命题为

假，既然该命题为假，这也充分说明我们

生活的这个物理世界存在否定性事实；反

过来说，只有当我们生活的这个物理世界

中存在否定性事实是事实的时候，“我们

生活的这个物理世界不存在否定性事实”

这个命题才与上述事实不相符合，才为假。

总之，不论“我们生活的这个物理世

界不存在否定性事实”这个命题被证实还

是被证伪，都将证明我们生活的这个物理

世界存在着否定性事实。

五、否定性事实同样也是命题的

真值赋予者或制造者

在真理理论中，事实是综合命题的真

值赋予者或制造者，既然事实有肯定否定

的区分，因此，否定性事实和肯定性事实

缺失、虚无与否定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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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存在性命题的真值赋予者或制造者。

5.1	“语句‘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

雪是白的”[35]与事实是否相符合是判定一

个命题是否真实的保证性标准[36]。

5.2	每个事实都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命

题与之对应。

①B 超影像显示：张三胆囊里有结石。

医生可能做出“张三胆囊里有结石”的诊

断结论，也可能做出“张三胆囊里没有结

石”的诊断结论。

②B 超影像显示：张三胆囊里没有结

石。医生可能做出“张三胆囊里有结石”的

诊断结论，也可能做出“张三胆囊里没有

结石”的诊断结论。

佘祥林没有杀害张在玉（杜培武没有

杀害王俊波、王晓湘）。法官做出了“佘祥

林杀害了张在玉”（“杜培武杀害了王俊波、

王晓湘”）的定罪结论和“判处佘祥林（杜

培武）有期徒刑15年（或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的量刑结论；也做出了“佘祥林（杜

培武）不是杀人犯”的平反结论。

5.3	肯定性事实是与之对应的肯定性

命题之真和与之对应的否定性命题之假

的真值赋予者或制造者；否定性事实是与

之对应的肯定性命题之假和与之对应的

否定性命题之真的真值赋予者或制造者。

5.4	由于否定性事实大多数情况下都

多于肯定性事实，一个肯定性事实对应于

多个否定性事实，所以，当我们知道（1945

年4月11日）“罗斯福在华盛顿”这个肯定

性存在命题为真时，则我们也能推知“罗

斯福不在昆明”“罗斯福不在伦敦”“罗斯

福不在莫斯科”“罗斯福不在巴黎”等否

定性存在命题也必定为真，因为当罗斯福

在华盛顿这个肯定性事实存在的时候，则

罗斯福不在昆明、罗斯福不在伦敦、罗斯

福不在莫斯科、罗斯福不在巴黎等否定性

事实也同时存在，上述命题都与事实相符

合。一个肯定性事实可以间接证明多个否

定性存在命题为真。

那种仅仅因为如果承认存在否定性

事实存在，必然导致否定性事实多于肯定

性事实的观点是也不能成立的。

5.5	但并非否定性事实命题的真假都

必须根据肯定性事实来确证，否定性事实

同样是否定性存在命题的真值赋予者和

制造者。佘祥林没有杀害张在玉这个否定

性事实的存在无需依赖于一个肯定性事

实，因为，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谁杀害了被

害人（被害人被钝器致死）。但佘祥林没有

杀害张在玉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因为张在玉至今还活着。

“小明不在教室”这个命题的真假只

要我们到教室查看一下就可以得到验证。

小明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够确认

小明不在教室：因为我们能够看见小明在

教室的缺失。

“建筑工地没有安全标志”这个命题

的真无需通过建筑工地有什么来验证，我

们只要察看、寻找安全标志的缺失即可。

总之，与命题有肯定否定之分一样，

事实也有肯定否定之分；证明肯定性事实

存在的感觉就是官觉到个体事物在时空

区域里的在场，证明否定性事实存在的感

觉就是官觉个体事实在时空区域里的虚

无或缺失。官觉到一个肯定性事实既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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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之对应的肯定性命题之真，也可证明

与之对应的否定性命题之假。证明一个否

定性命题之真，只需官觉到个体事物在特

定时刻区域的不在场或对特定属性的缺

失，而无需官觉到个体事物的在场或对特

定属性的持有。

（该文系 201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重大

基金项目“新兴学科视野中的法律逻辑及

其拓展研究”之子课题《新型法律逻辑的

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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