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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正是做些改造的好时候①。通过阅读本章，你将学到如何控制计算机，方法是借助
一门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语言——Python。这里没什么特别难以理解的内容，只要对计
算机基本的工作原理有些了解，就能跟着例子自己试着去做。本书会从极其简单的内容开始，把
基础知识过一遍。不过Python是一门非常强大的语言，所以读者很快就可以完成一些相当高级的
任务了。
本章首先会介绍如何安装所需的软件，然后讲一点点算法及其主要的组成。在这部分内容中，
会有许多简短的例子（大多数只使用了简单的算术），读者可以自己在Python的交互式解释器（参
见1.2节）中一试身手。读者从中可以学习到变量（variable）、函数（function）和模块（module）
的知识。介绍完这些主题后，我将讲解如何编写和运行规模更大一些的程序。最后，本章将讲述
字符串（string），它在几乎所有Python程序中都很重要。

1.1

安装 Python

在开始编程前，需要安装一些新软件。下面简要介绍如何下载和安装Python。如果想直接跳
到安装过程的介绍而不看详细的向导，可以直接访问网址http://www.python.org/download，下载
并安装Python的最新版本。

1.1.1 Windows
要在Windows系统中安装Python，请参照下面的步骤进行。
(1) 打开Web浏览器，访问http://www.python.org。
(2) 点击Download链接。
(3) 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几条链接，名字类似于Python 2.5.x或Python 2.5.x Windows installer。
点击Windows installer链接并且下载安装文件（如果在Itanium或者AMD平台上运行Python，就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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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改造”
（Hacking）并不同于“破坏”
（Cracking）
，后者描述的是计算机犯罪行为。两者经常被混为一谈。改造意
味着在编程时获得乐趣。更多的信息，请看Eric Raymond的文章How to Become a Hacker（如何成为一名“改造者”
），
网址为http://www.catb.org/~esr/faqs/hacker-howt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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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相应的安装文件）。
注意 如果无法找到第3步提及的链接，那么就点击版本号最高的链接，名字类似于Python 2.5.x。
对于Python 2.5，可以直接访问http://www.python.org/2.5，然后遵照针对Windows用户的提
示。用户需要下载一个名为python-2.5.x.msi（或者名字类似的）的文件，其中2.5.x指最
新的版本号。
(4) 将Windows Installer文件放在计算机的任何位置均可，比如C:\download\python-2.5.x.msi。
（只要建立一个之后能找到的文件夹就行。）
(5) 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双击运行所下载的文件，开启Python的安装向导。该向导使用起
来很简单，只需要接受默认设置，等到安装程序完成，你就能使用Python了！
假如安装一切正常，应该能在Windows的开始菜单中找到新安装的Python程序。按照开始→
程 序 →Python ① →IDLE(Python GUI) 的 步 骤 运 行 Python 集 成 开 发 环 境 （ Pyth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LE）。
你现在应该看到一个类似于图1-1的窗口。如果感觉有点困惑，那么在菜单中选择Help→IDLE
Help，会看到一个简单的说明，介绍各个菜单项及其基本用法。更多关于IDLE的文档的信息，
请访问http://www.python.org/idle。（在这里也能看到如何在Windows之外的其他平台上运行IDLE
的信息。）如果按下F1，或者选择Help→Python Docs，会启动完整的Python文档。对读者最有用
的文档可能是库参考（Library Reference）
。所有的文档都是可被搜索的。

图1-1 IDLE交互式Python Shell

IDLE交互式Python Shell运行起来以后，你就可以接着阅读1.2节了。
——————————
① 此菜单选项可能包括版本号，如Pytho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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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Installer
Python的Windows版本以Windows Installer文件的方式发布 ，这要求读者的Windows版本能
支持Windows Installer 2.0（或后续版本）
。如果没有安装Windows Installer，那么可以免费下载
针对Windows 95、98、ME、NT 4.0和2000的版本。Windows XP和后续版本的Windows都已经
包含了Windows Installer，很多旧计算机也一样。Python的下载页面上也有下载Installer的步骤。
此外，读者也可以访问Microsoft的下载网站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搜索
“Windows Installer”
（或者直接从下载菜单中选择），选择针对自己所用平台的最新版本，然后
按照说明下载并安装。
如果不知道是否安装了Windows Installer，只要执行上面步骤中的第5步（双击MSI文件）
即可。如果可以看到安装向导，证明一切正常。请访问http://www.python.org/2.5/msi.html查看
更多和Python安装程序相关的Windows Installer高级特性。

1.1.2 Linux和UNIX
绝大多数Linux和UNIX的系统（包括Mac OS X）只要安装完毕，Python解释器已经默认存在
了。读者可以在提示符下输入python命令进行验证，如下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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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

运行这个命令会启动交互式Python解释器，同时有如下所示的输出：
Python 2.5.1 (r251:54869, Apr 18 2007, 22:08:04)
[GCC 4.0.1 (Apple Computer, Inc. build 5367)] on darwin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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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退出交互式解释器，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D（按住Ctrl键的同时按下D键）。
如果还没有安装Python解释器，可能会看到如下的错误信息：
bash: python: command not found

这时，读者需要自己安装Python，下面几节将会讲述如何在这些系统中安装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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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包管理器
Linux操作系统家族存在多种包管理系统和安装机制。如果你使用的是Linux具有某种形式的
包管理系统，那么可以通过它很轻松地安装Python。

12

注意 在Linux中使用包管理器安装Python可能需要具备系统管理员（root账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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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使用的操作系统为Debian Linux，那么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安装Python：
$ apt-get install python

如果是Gentoo Linux，则可以使用：
$ emerge pyth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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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例中，$表示bash的提示符。
注意 许多包管理器都有自动下载的功能，包括Yum、Synaptic（Ubuntu Linux专有的包管理器）
以及其他Debian样式的管理器。你能够通过这些管理器获得Python的最新版本。
2. 从源文件编译
如果没有包管理器，或者不愿意使用，也可以自己编译Python。选择这个方法的另一个可能
原因是你没有正在使用的UNIX系统的root权限（安装权限）。这个方法非常灵活，你可以在任何
位置安装Python，甚至可以安装在用户的主目录（home directory）内。要编译安装Python，可以
遵照以下步骤进行。
(1) 访问下载网页（参见在Windows上安装Python步骤的前两步）。
(2) 按照说明下载源代码。
(3) 下载扩展名为.tgz的文件，将其保存在临时位置。假定读者想将Python安装在自己的主
目录，可以将它放置在类似于~/python的目录中。进入这个目录（比如使用cd ~/python命令）。
(4) 使用tar -xzvf Python-2.5.tgz（2.5是所下载代码的版本号）解压缩文件。如果使用的tar版
本不支持z选项，可以先使用gunzip进行解压缩，然后再使用tar -xvf命令。如果解压缩过程中出
错，那么试着重新下载。在下载过程中，有时也会出错。
(5) 进入解压缩好的文件夹：
$ cd Python-2.5

现在可以执行下面的命令：
./configure --prefix=$(pwd)
make
make install

最后应该能在当前文件夹内找到一个名为python的可执行文件（如果上述步骤没用的话，请
参见包含在发布版中的README文件）。将当前文件夹的路径包含到环境变量PATH中，这样安装就
大功告成了。
若要查看其他的配置指令，请执行以下命令：
./configure ––help

1.1.3 苹果机（Macintosh）
如果使用的是安装了最新版本Mac OS X系统的苹果机，那么已经预先安装好了Python。只要
打开终端应用程序，然后输入python命令就可以运行了。即使打算安装更新版本的Python，也应
该保留这个默认的安装，因为操作系统要用到它。读者可以使用MacPorts（http://macports.org）
或者Fink（http://finkproject.org）进行安装，或者按照以下步骤从Python网站获取新的发布版本。
(1) 访问标准的下载页面（参见在Windows上安装Python步骤的前两步）。
(2) 点击Mac OS X installer的链接，应该会跳转到MacPython的下载页面，上面会有更多信息。
MacPython页面也有针对于旧版本Mac OS的Python。

1.1 安装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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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下载了.dmg安装文件之后，它可能会自动挂载。如果没有，双击该文件。在已挂载的
磁盘映像中，可以找到安装包文件（.mpkg）。如果双击该文件，就会打开安装向导，引领读者完
成所需的步骤。

1.1.4 其他发行版本

1
2

现在标准的Python发行版本已经安装完毕了。除非对其他选择有特别的兴趣，否则，已安装
的软件就已经足够了。如果好奇（并且够大胆）
，那么请继续往下读。
除了官方版本的Python之外，还有多个发行版本可供选择，其中最有名的版本可能是
ActivePython，它适用于Linux、Windows、Mac OS X以及多个UNIX衍生版本。此外，Stackless Python
虽然不太出名，却十分有趣。以上这些发布版本都基于Python标准实现，由C语言编写。而Jython
和IronPython则是由其他语言实现的Python发行版本。如果对IDLE以外的其他开发环境有兴趣，
表1-1列举了一些。

3

表1-1 Python的一些集成开发环境

6

集成开发环境

描

述

标准Python环境

http://www.python.org/idle

Pythonwin

面向Windows的环境

http://www.python.org/download/windows

ActivePython

功能完善；包含Pythonwin IDE

http://www.activestate.com

Komodo ①

商业化IDE

http://www.activestate.com

Wingware

商业化IDE

http://www.wingware.com

BlackAdder

商业化IDE 以及GUI生成器（Qt）

http://www.thekompany.com

Boa Constructor

免费的IDE和GUI生成器

http://boa-constructor.sf.net

Anjuta

Linux/UNIX上的万能IDE

http://anjuta.sf.net

Arachno Python

商业化IPE

http://www.python-ide.com

Code Crusader

商业化IPE

http://www.newplanetsoftware.com

Code Forge

商业化IPE

http://www.codeforge.com

Eclipse

流行、灵活并且开源的IDE

http://www.eclipse.org

eric

使用Qt 的免费的IDE

http://eric-ide.sf.net

KDevelop

针对KDE的跨语言IDE

http://www.kdevelop.org

VisualWx

免费的GUI生成器

http://visualwx.altervista.org

wxDesigner

商业化GUI生成器

http://www.roebling.de

wxGlade

免费的GUI生成器

http://wxglade.sf.net

①

ActivePython是由ActiveState（http://www.activestate.com）发行的Python版本。这个版本的核
心内容与Windows的标准Python发行版本相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它额外包含了许多独立的工具（模
块）。如果你用Windows的话，ActivePython绝对值得一试。
Stackless Python是在原始代码基础上重新实现的Python版本，在内部实现上做了许多重要的
① Komodo已经开源了，因此也提供了免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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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地址

ID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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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动。对于入门用户来说区别并不明显，那些更加标准的发行版本反而更好用。Stackless Python
的主要优点是允许更深层次的递归，并且多线程运行更加高效。如前所述，这些都是高级特性，
一般用户不会用到。可以从网址http://www.stackless.com处下载Stackless Python。
Jython（http://www.jython.org）和IronPython（http://www.ironpython.com）则与众不同——它
们是使用其他语言实现的Python。Jython利用Java实现，运行在Java虚拟机中，而IronPython则使
用C#实现，运行于公共语言运行时（Common Language Runtime，CLR）的.NET和MONO实现。
截至本书写作时，Jython相当稳定，但是落后于Python——目前Jython的版本为2.2，Python的版
本为2.5，而两个版本的语言特性有明显的区别。IronPython虽然仍非常新，但是已经具有相当的
可用性了，同时一些测试表明它的运行速度比标准的Python还要快。

1.1.5 时常关注，保持更新
Python语言正在不断发展。要了解有关最新发布版本和相关工具的资讯，python.org网站就
是一个聚宝盆。访问相应的发布版本页面，可以查看该版本的特性，比如http://python.org/2.5针
对2.5版本，该页面也链接到Andrew Kuchling对于版本新特性的详细描述页面。对于2.5版本来说，
链接地址为http://python.org/doc/2.5/whatsnew。如果在本书出版后还有新的版本发布，可以通过
访问这些网页来查看新的特性。
提示 对于3.0这个大幅度更新的版本，可以访问http://docs.python.org/dev/3.0/whatsnew/3.0.html
页面来查看相关改动的汇总。
如果希望紧跟最新发布的第三方Python模块和软件的脚步，还可以查看Python的电子邮件列
表python-announce-list。对于Python的一般讨论可以使用python-list，但是在此敬告：此列表会
发送很多邮件。这些列表都能在http://mail.python.org中找到。如果读者是Usenet用户，也能在
comp.lang.python.announce和comp.lang.python分别找到这两个邮件列表。如果问题没有办法完全
解决，还可以试试python-help邮件列表（可以前面两个列表所在的地方找到它），或者直接发邮
件到help@python.org。在这么做之前，读者应该访问http://python.org/doc/faq查看Python的FAQ，
或者直接在网络上搜索，看看自己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有人问过。

1.2

交互式解释器
当启动Python的时候，会出现和下面相似的提示：
Python 2.5.1 (r251:54869, Apr 18 2007, 22:08:04)
[GCC 4.0.1 (Apple Computer, Inc. build 5367)] on Darwin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注意 解释器的具体外观和错误信息都取决于所使用的版本。
这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有趣，但是，请相信我，它确实充满了趣味。这是进入“黑客”殿堂的

1.3 算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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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是控制计算机的第一步。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是交互式Python解释器。试着输入下面
的命令看看它是否正常工作：
>>> print "Hello, world!"

当按下回车键后，会得到下面的输出：
Hello, world!
>>>

注意

如果熟悉其他计算机语言，可能会习惯于每行以分号结束。Python则不用，一行就是一
行，不管多少。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加上分号，但是不会有任何作用（除非同一行还有
更多的代码）
，而且这也不是通行的做法。

1
2
3
4

发生了什么？那个>>>符号就是提示符，可以在后面写点什么，比如print "Hello, world!"。
如果按下回车，Python解释器会打印出“Hello, world!”字符串，下一行又会出现一个新的提示符。

5

注意 这里的术语“打印”意为在屏幕上输出文本，并非通过打印机上打印出来。

6

如果写点完全不一样的内容呢？试试看，比如：
>>>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显然，解释器不明白输入的内容（如果使用其他解释器而不是IDLE，比如Linux的命令行版
本，错误信息会略有不同）
。解释器能够指出什么地方错了：它会在“Spanish”这个单词上加上
红色背景进行强调（在命令行版本中，则使用符号^来指明）
。
读者如果喜欢，还可以继续在解释器中输入其他内容。想要提示的话，可以在提示符后输入
help然后按回车。前文说过，可以按下F1获得有关IDLE的帮助。否则，只能继续乱按了。毕竟
不知道怎么跟解释器交流的话还是挺没意思的，对吧？

1.3

算法是什么

在开始认真地编程之前，我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计算机程序设计。简单地说，它就是告诉计
算机要做什么。计算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不太擅长自生思考，程序员像给小孩喂饭一样告诉
它具体的细节，并且使用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语言——算法。
“算法”不过是“步骤”或者“食谱”
的另外一种文绉绉的说法——对于如何做某事的一份详细描述。比如：
SPAM①拌SPAM、SPAM、鸡蛋和SPAM：
首先，拿一些SPAM；
然后加入一些SPAM、SPAM和鸡蛋；
如果喜欢吃特别辣的SPAM，再多加点SPAM；
煮到熟为止——每10分钟检查一次。

7
8
9
10
11
12
13
14

这个食谱可能不是非常有趣，但是它的组成结构还是有些讲究的。它包括一系列按顺序执行
——————————
① SPAM是一个著名的午餐肉品牌。——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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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令。有些指令可以直接完成（“拿一些SPAM”），有些则需要考虑特定的条件（“如果需要特
殊的辣味SPAM”），还有些则必须重复数次（“每10分钟检查一次”
）
。
食谱和算法都包括一些材料（对象、物品），以及指令（语句）。本例中，“SPAM”和“鸡
蛋”就是要素，指令则包括添加SPAM、按照给定的时间烹调，等等。接下来先从一些非常简单
的Python材料开始，看看能用它们做些什么。

1.4

数字和表达式
交互式Python解释器可以当作非常强大的计算器使用，试试以下的例子：
>>> 2 + 2

解释器会得出答案为4。这好像不是很难，那么看看下面这个：
>>> 53672 + 235253
288925

仍然没什么感觉？诚然，以上是非常普通的功能。（假定读者曾经用过计算器，知道1+2*3
和(1+2)*3的区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常用算术运算符的功能和计算器的相同。这里有个潜在
的陷阱，就是整数除法（在3.0版本之前的Python是这样的）
。
>>> 1/2
0

发生了什么？一个整数（无小数部分的数）被另外一个整数除，计算结果的小数部分被截除
了，只留下整数部分。有些时候，这个功能很有用，但通常人们只需要普通的除法。那么要怎么
做呢？有两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要么用实数（包含小数点的数）而不是整数进行运算，要么让
Python改变除法的执行方式。
实数在Python中被称为浮点数（Float，或者Float-point Number），如果参与除法的两个数中
有一个数为浮点数，则运算结果亦为浮点数：
>>> 1.0 / 2.0
0.5
>>> 1/2.0
0.5
>>> 1.0/2
0.5
>>> 1/2.
0.5

如果希望Python只执行普通的除法，那么可以在程序（后面会讲到编写完整的程序）前加上
以下语句，或者直接在解释器里面执行它：
>>> from __future__ import division

注意 为了清晰起见，在此说明一下，上述代码中的future前后是两个下划线：__future__。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如果通过命令行（比如在Linux系统上）运行Python，可以使用命令开

1.4 数字和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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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Qnew。使用上述两种方法，就可以只执行普通的除法运算：
>>> 1 / 2
0.5

当然，单斜线不再用作前面提到的整除了，但是Python提供了另外一个用于实现整除的操作
符——双斜线：
>>> 1 // 2
0

1
2
3

就算是浮点数，双斜线也会执行整除：
>>> 1.0 // 2.0
0.0

1.9.2节会对__future__模块进行深入的介绍。
现在，已经了解基本的算术运算符了（加、减、乘、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
运算符：
>>> 1 % 2
1

4
5
6

这是取余（模除）运算符——x % y的结果为x除以y的余数。下面是另外一些例子：
>>> 10 / 3
3
>>> 10 % 3
1
>>> 9 / 3
3
>>> 9 % 3
0
>>> 2.75 % 0.5
0.25

这里10/3得3是因为结果被向下取整了。而 3  3  9 ，所以相应的余数就是1了。在计算9/3时，
结果就是3，没有小数部分可供截除，因此，余数就是0了。如果要进行一些类似本章前面菜谱所
述“每10分钟”检查一次的操作，那么，取余运算就非常有用了，直接检查时间% 10的结果是否
为0即可。（关于如何做此事的描述，参看本章后面的“管窥：if语句”部分。）从上述最后一个
例子可以看到，取余运算符对浮点数也同样适用。
最后一个运算符就是幂（乘方）运算符：
>>> 2 ** 3
8
>>> -3 ** 2
-9
>>> (-3) ** 2
9

注意，幂运算符比取反（一元减运算符）的优先级要高，所以3**2等同于(3**2)。如果想
计算(3)**2，就需要显式说明。

7
8
9
10
11
12
13
14

1.4.1 长整数
Python可以处理非常大的整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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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000000000
1000000000000000000L

这里发生了什么？数字后面多加了个L。
注意 如果使用2.2版本以前的Python，会看到如下的情况：
>>> 1000000000000000000
OverflowError: integer literal too large

新版本的Python在处理大整数时更加灵活。
普通整数不能大于2 147 483 647（也不能小于2 147 483 648），如果需要更大的数，可以使
用长整数。长整数的书写方法和普通整数一样，但是结尾有个L。（理论上，用小写的l也可以，
但是它看起来太像数字1，所以建议不要用小写l。）
在前面的例子中，Python把整数转换为了长整数，但读者也可以自己完成。我们再来试试这
个大数：
>>> 1000000000000000000L
1000000000000000000L

当然，这只是在不能处理大数的旧版本Python中很有用。
那么能不能对那些庞大的数字进行运算呢？当然可以，例如：
>>> 1987163987163981639186L * 198763981726391826L + 23
394976626432005567613000143784791693659L

正如所看到的那样，长整数和普通整数可以混合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需担心长整数
和整数的区别，除非需要进行类型检查。第7章将会介绍类型检查，而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做
的事情。

1.4.2 十六进制和八进制
在Python中，十六进制数应该像下面这样书写：
>>> 0xAF
175

而八进制数则是：
>>> 010
8

十六进制和八进制数的首位数字都是0（如果感到迷惑不解，可以直接跳到下一章节，你不
会错过任何重要的内容）。
注意 有关Python数值类型和操作符的总结，参见附录B。

1.5

变量
变量（variable）是另外一个需要熟知的概念。如果你非常厌恶数学，别担心，Python中的变

1.6 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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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很好理解。变量基本上就是代表（或者引用）某值的名字。举例来说，如果希望用名字x代表3，
只需执行下面的语句即可：
>>> x = 3

这样的操作称为赋值（assignment），数值3被赋给了变量x。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将变量x绑
定到了值（或者对象）3上面。在变量被赋值之后，就可以在表达式中使用变量。
>>> x * 2
6

请注意，在使用变量之前，需要对其赋值。毕竟不代表任何值的变量也没什么意义，对吧？

1
2
3
4

注意 变量名可以包括字母、数字和下划线（_）。变量不能以数字开头，所以Plan9是合法变量
名，而9Plan不是。

1.6

语句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都在讲述表达式，也就是“食谱”的“材料”
。那么，语句（也就是
指令）是什么呢？
事实上，我已经介绍了两类语句：print语句和赋值语句。那么语句和表达式之间有什么区

5
6
7

别呢？表达式就是某件事情，而语句是做某件事情（即告诉计算机做什么）
。比如2*2是4，而print
2*2则是打印4。那么区别在哪呢？毕竟，它们的行为非常相似。请看下面的例子：
>>> 2*2
4
>>> print 2*2
4

如果在交互式解释器中执行上述两行代码，结果是一样的。但这只是因为交互式解释器总是
把所有表达式的值打印出来而已（都使用了相同的repr函数对结果进行呈现，参见1.11.3节）。一
般情况下，Python并不会那样做。在本章后面，会看到如何抛开交互式提示符来编程，而在程序
中编写类似2*2这样的表达式并不能做什么有趣的事情①。另外一方面，编写print 2*2则会打印出4。
注意 在Python 3.0中，print是函数，这意味着需要编写print(42)而不是print 42。除此之外，
它的工作方式和语句差不多， 如前文所述。
语句和表达式之间的区别在赋值时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因为语句不是表达式，所以没有
值可供交互式解释器打印出来：
>>> x = 3
>>>

可以看到，下面立刻出现了新的提示符。但是，有些东西已经变化了，x现在绑定给了值3。
——————————
① 读者可能会有些奇怪。是的，它的确还是做了些事情，计算了2*2的结果。但是结果并不会在某处保存或显示给
用户，它对运算本身之外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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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能定义语句的一般性特征：它们改变了事物。比如，赋值语句改变了变量，print语
句改变了屏幕显示的内容。
赋值语句可能是任何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中最重要的语句类型，尽管现在还难以说清它们的
重要性。变量就像临时的“存储器”①（就像烹饪食谱中的锅碗瓢盆一样），它的强大之处就在于，
在操作变量的时候并不需要知道它们存储了什么值。比如，即使不知道x和y的值到底是多少，也
会知道x*y的结果就是x和y的乘积。所以，可以在程序中通过多种方法来使用变量，而不需要知
道在程序运行的时候，最终存储（或引用）的值到底是什么。

1.7

获取用户输入

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并不需要知道变量的具体值。当然，解释器最终还是得知道变量的
值。可是，它怎么能知道连我们都不知道的事呢？解释器只知道我们告诉它的内容，对吧？不一定。
事实上，我们通常编写程序让别人用，我们无法预测用户会给程序提供什么值。那么，看看
非常有用的input函数吧（我马上就会讲述更多关于函数的内容）：
>>> input("The meaning of life: ")
The meaning of life: 42
42

在这里，交互式解释器执行了第一行的input(...)语句。它打印出了字符串"The meaning of
life: "，并以此作为新的提示符，输入42然后按下回车。input语句的结果值就是我输入的数字，
它自动在最后一行被打印出来。这个例子确实不太有用，但是请接着看下面的内容：
>>> x = input("x: ")
x: 34
>>> y = input("y: ")
y: 42
>>> print x * y
1428

Python提示符（>>>）后面的语句可以算作一个完整程序的组成部分了，输入的值（34和42）
由用户提供，而程序就会打印出输入的两个数的乘积1428。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并不需要知道用
户输入的数是多少，对吧？
注意 这种作法非常有用，因为你可以将程序存为单独的文件，以便让其他用户可以直接执行。
本章后面的“保存并执行程序”部分将会介绍如何实现。
管窥：if语句
为了让内容更有趣，我会偷偷给读者们看一些第5章之前都不会介绍的内容：if语句。if
语句可以让程序在给定条件为真的情况下执行某些操作（执行另外的语句）。一类条件是使用
相等运算符==进行的相等性测试。是的，是两个等号。一个等号是用来赋值的，还记得吗？
——————————
① 注意存储器一词的引号。值并没有保存在变量中——它们保存在计算机内存的深处，被变量引用。随着本书内容
的深入，你会对此越来越清楚：多个变量可以引用同一个值。

1.8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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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简单地把这个条件放在if后面，然后用冒号将其和后面的语句隔开：
>>> if 1 == 2: print 'One equals two'
...
>>> if 1 == 1: print 'One equals one'
...
One equals one
>>>

可以看到，当条件为假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当条件为真的时候，后面的语句（本例中
为print语句）被执行。注意，如果在交互式解释器内使用if语句，需要按两次回车，if语句
才能执行。（第5章会对其原因进行说明，现在不必管它。）
所以，如果变量time绑定到当前时间的分钟数上，那么可以使用下面的语句检查是不是“到
了整点”。
if time % 60 == 0: print 'On the hour!'

1.8

函数

在1.4节中曾经介绍过使用幂运算符（**）来计算乘方。事实上，可以用一个函数来代替这个
运算符，这个函数就是pow：
>>> 2**3
8
>>> pow(2,3)
8

函数就像小型程序一样，可以用来实现特定的功能。Python有很多函数，它们能做很奇妙的
事情。你也可以自己定义函数（后面会对此展开讲述）
。因此，我们通常会把pow等标准函数称为
内建函数。
上例中我使用函数的方式叫作调用函数。你可以给它提供参数（本例中的2和3），它会返回
值给用户。因为它返回了值，函数调用也可以简单看作另外一类表达式，就像在本章前面讨论的
算数表达式一样。①事实上，可以结合使用函数调用和运算符来创建更复杂的表达式：
>>> 10 + pow(2, 3*5)/3.0
10932.666666666666

注意 小数点后的位数会因使用的Python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内建函数可以用于数值表达式。比如使用abs函数可以得到数的绝对值，
round函数则会把浮点数四舍五入为最接近的整数值：
>>> abs(-10)
10
>>> 1/2
0
>>> round(1.0/2.0)
1.0

——————————
① 如果忽略了返回值，函数调用也可以看成语句。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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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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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最后两个表达式的区别。整数除法总是会截除结果的小数部分，而round函数则会将结
果四舍五入为最接近的整数。但是如果想将给定的数值向下取整为某个特定的整数呢？比如一个
人的年龄是32.9岁——但是想把它取整为32，因为她还没到33岁。Python有实现这样功能的函数
（称为floor），但是不能直接使用它。与其他很多有用的函数一样，你可以在某个模块中找到floor
函数。

1.9

模块

可以把模块想象成导入到Python以增强其功能的扩展。需要使用特殊的命令import来导入模
块。前面内容提到的floor函数就在名为math的模块中：
>>> import math
>>> math.floor(32.9)
32.0

注意它是怎么起作用的：用import导入了模块，然后按照“模块.函数”的格式使用这个模块
的函数。
如果想把年龄转换为整数（32）而不是浮点数（32.0）
，可以使用int函数①。
>>> int(math.floor(32.9))
32

注意 还有类似的函数可以将输入数转换为其他类型（比如long和float）。事实上，它们并不
完全是普通的函数——它们是类型对象（type object）。后面，我将会对类型进行详述。
与floor相对的函数是ceil（ceiling的简写），可以将给定的数值转换成为大于或等于它的
最小整数。
在确定自己不会导入多个同名函数（从不同模块导入）的情况下，你可能希望不要在每次调
用函数的时候都写上模块的名字。那么，可以使用import命令的另外一种形式：
>>> from math import sqrt
>>> sqrt(9)
3.0

在使用了“from模块import函数”这种形式的import命令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函数，而不
需要模块名作为前缀。
提示 事实上，可以使用变量来引用函数（或者Python之中大多数的对象）
。比如，通过foo=math.
sqrt进行赋值，然后就可以使用foo来计算平方根了：foo(4)的结果为2.0。

1.9.1 cmath和复数
sqrt函数用于计算一个数的平方根。看看如果给它一个负数作为参数会如何：

——————————
① int 函数/类型把参数转换成整数时会自动向下取整，所以在转换过程中， math.floor 是多余的，可以直接用
int(32.9)。

1.10 保存并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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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math import sqrt
>>> sqrt(-1)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shell#23>", line 1, in ?
sqrt(-1)
ValueError: math domain error

1
2

或者，在其他平台会有以下结果：
>>> sqrt(-1)
nan

注意 nan是一个特殊值的简写，意思是“not a number”（非数值）
。
这也情有可原，不能求负数的平方根。真的不可以吗？其实可以：负数的平方根是虚数（这
是标准的数学概念，如果感觉有些绕不过弯来，跳过即可）。那么为什么不能使用sqrt？因为它
只能处理浮点数，而虚数（以及复数，即实数和虚数之和）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它们由另外一
个叫做cmath（即complex math，复数）的模块来处理。
>>> import cmath
>>> cmath.sqrt(-1)
1j

注意，我在这里并没有使用from...import...语句。因为一旦使用了这个语句，就没法使用
普通的sqrt函数了。这类命名冲突可能很隐蔽，因此，除非真的需要from这个形式的模块导入语
句，否则应该坚持使用普通的import。
1j是个虚数，虚数均以j（或者J）结尾，就像长整数使用L一样。我们在这里不深究复数的
理论，只举最后一个例子，来看一下如何使用复数：
>>> (1+3j) * (9+4j)
(-3+31j)

可以看到，Python语言本身就提供了对复数的支持。
注意

3
4
5
6
7
8
9
10

Python中没有单独的虚数类型。它们被看作实数部分为0的复数。

1.9.2 回到__future__

11

有传言说Guido van Rossum（Python之父）拥有一架时光机，因为在人们要求增加语言新特
性的时候，这个特性通常都已经实现了。当然，我等凡夫俗子是不允许进入这架时光机的。但是
Guido很善良，他将时光机的一部分以__future__这个充满魔力的模块的形式融入了Python。通过
它可以导入那些在未来会成为标准Python组成部分的新特性。你已经在1.4节见识过这个模块了，
而在本书余下的部分，你还将与它不期而遇。

12

1.10

14

保存并执行程序

交互式解释器是Python的强项之一，它让人们能够实时检验解决方案并且用这门语言做一些
实验。如果想知道如何使用某些语句，那么就试试看吧！但是，在交互式解释器里面输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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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在它退出的时候丢失。而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编写自己和他人都能运行的程序。在本节中，将
会介绍如何实现这一点。
首先，需要一个文本编辑器，最好是专门用来编程的。如果使用Microsoft Word这样的编辑
器（我并不推荐这么做），那么得保证代码是以纯文本形式保存的。如果已经在用IDLE，那么，
很幸运：用File→New Window方式创建一个新的编辑窗口即可。这样，另外一个窗口出现了，没
有交互式提示符，很好！
先输入以下内容：
print 'Hello, world!'

现在选择File→Save保存程序（其实就是纯文本文件）
。要确保将程序保存在一个以后能找到
的地方。你应该专门建立一个存放Python项目的目录，比如Windows系统的C:\Python。在UNIX
环境中，则应该建立一个类似~/python的目录。最后，还要为自己的程序文件起个有意义的名字，
比如hello.py。文件名以.py结尾是很重要的。
注意 如果按照本章前面的说明安装Python，那么在~/python文件夹中已经有Python的安装文件
了。但是这些安装文件会位于一个单独的子目录中（比如~/python/Python-2.5/），因此上
述做法也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想要把程序放在其他地方，比如放在~/my_python_
programs这样的文件夹中，那也没问题。
完成了吗？先别关闭包含程序的窗口，如果已经关了，那么再打开它（File→Open）。现在
应该能用Edit→Run或者按下Ctrl+F5键来运行程序了（如果没有使用IDLE，请查看下一节有关如
何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程序的内容）。
发生了什么？Hello, world!在解释器窗口内打印出来了，这就是想要的结果。解释器提示符
没了（不同的版本会有所差异）
，但是可以按下回车键将它找回来（在解释器窗口中按下回车键）
。
接下来，我们对上述脚本进行扩展，如下例所示：
name = raw_input("What is your name? ")
print 'Hello,' + name + '!'

注意 不用管input和raw_input的区别，稍后，我会进行介绍的。
如果运行这个程序（记得先保存）
，应该会在解释器窗口中看到下面的提示：
What is your name?

输入你的名字（比如Gumby），然后按下回车键。你将会看到如下内容：
Hello, Gumby!

这是不是很有趣？

1.10.1 通过命令提示符运行Python脚本
事实上，运行程序的方法有很多。首先，假定打开了DOS窗口或者UNIX中的Shell提示符，

1.10 保存并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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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进入了某个包含Python可执行文件（在Windows中是python.exe，而UNIX中则是python）的
目录，或者包含了这个可执行文件的目录已经放置在环境变量PATH中了（仅适用于Windows）。①
同时假设，上一节的脚本文件（hello.py）也在当前的目录中。那么，可以在Windows中使用以
下命令执行的脚本：

1
2

C:\>python hello.py

或者在UNIX下：

3

$ python hello.py

可以看到，命令是一样的，仅仅是系统提示符不同。

4

注意 如果不想跟什么环境变量打交道，可以直接指定Python解释器的完整路径。在Windows
中，可以通过以下命令完成操作：

5

C:\>C:\Python25\python hello.py

1.10.2 让脚本像普通程序一样运行
有些时候希望像运行其他程序（比如Web浏览器、文本编辑器）一样运行Python程序（也叫
做脚本），而不需要显式使用Python解释器。在UNIX中有个标准的实现方法：在脚本首行前面加
上#!（叫做pound bang或者shebang），在其后加上用于解释脚本的程序的绝对路径（在这里，用
于解释代码的程序是Python）。即使不太明白其中的原理，如果希望自己的代码能够在UNIX下顺
利执行，那么只要把下面的内容放在脚本的首行即可：
#!/usr/bin/env python

不管Python二进制文件在哪里，程序都会自动执行。
注意 在某些操作系统中，如果安装了最新版本的Python（比如2.5），同时旧版本的Python（比
如1.5.2）仍然存在（因为某些系统程序需要它，所以不能把它卸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usr/bin/env技巧就不好用了，因为旧版本的Python可能会运行程序。因此需要找到新版本
Python可执行文件（可能叫做python或者python2）的具体位置，然后在pound bang行中使
用完整的路径，如下例所示：
#!/usr/bin/python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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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路径会因系统而异。
在实际运行脚本之前，必须让脚本文件具有可执行的属性：
$ chmod a+x hello.py

现在就能这样运行了（假设当前目录包含在路径中）：

13
14

$ hello.py

——————————
① 如果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或许应该跳过这部分。这部分知识并非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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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上述操作不起作用的话，试试./hello.py。即使当前的目录（.）并不是执行路径的一
部分，这样的操作也能够成功。
如果你喜欢，还可以将文件重新命名，去掉.py扩展名让它看起来更像个普通的程序。
试试双击怎么样
在Windows系统中，让代码像普通程序一样运行的关键在于后缀名.py。加入双击上一节保存
好的hello.py文件，如果Python安装正确，那么，一个DOS窗口就会出现，里面有“What is your name”
提示，很酷吧？①（稍后将看到如何使用按钮、菜单等让程序看起来更棒。）
然而，像这样运行程序可能会碰到一个问题：程序运行完毕，窗口也跟着关闭了。也就是说，
输入了名字以后，还没来得及看结果，程序窗口就已经关闭了。试着改改代码，在最后加上以下
这行代码：
raw_input("Press <enter>")

这样，在运行程序并且输入名字之后，将会出现一个包含以下内容的DOS窗口：
What is your name? Gumby
Hello, Gumby!
Press <enter>

用户按下回车键以后，窗口就会关闭（因为程序运行结束了）。作为后面内容的预告，现在
请你把文件改名为hello.pyw（这是Windows专用的文件类型），像刚才一样双击。发生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呢？我会在本书后面的内容中给出答案，我保证。

1.10.3 注释
井号（#）在Python中有些特殊。在代码中输入它的时候，它右边的一切内容都会被忽略（这
也是之前Python解释器不会被/usr/bin/env行“卡住”的原因了）。比如：
# 打印圆的周长：
print 2 * pi * radius

这里的第一行称为注释。注释是非常有用的，既为了让别人能够更容易理解程序，也为了你
自己回头再看旧代码。据说程序员的第一戒律就是“汝应注释”（Thou Shalt Comment）（尽管很
多刻薄的程序员的座右铭是“如果难写，就该难读”）。程序员应该确保注释说的都是重要的事
情，而不要重复代码中显而易见的内容。无用的、多余的注释还不如没有。例如，下例中的注释
就不好：
# 获得用户名：
user_name = raw_input("What is your name?")

即使没有注释，也应该让代码本身易于理解。幸好，Python是一门出色的语言，它能帮助程
序员编写易于理解的程序。
——————————
① 具体的情况由操作系统和安装的Python解释器决定。例如，如果在Mac OS X中使用IDLE保存文件，双击该文件
只能在IDLE代码编辑器中打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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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raw_input函数和"Hello,"+ name +"!"这些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放下raw_input函数
暂且不表，先来说"Hello"这个部分。
本章的第一个程序是这样的，很简单：
print "Hello, world!"

在编程类图书中，习惯上都会以这样一个程序作为开篇——问题是我还没有真正解释它是怎
么工作的。前面已经介绍了print语句的基本知识（随后我会介绍更多相关的内容），但是"Hello,
world!"是什么呢？是字符串（即“一串字符”
）
。字符串在几乎所有真实可用的Python程序中都会
存在，并且有多种用法，其中最主要的用法就是表示一些文本，比如这个感叹句“Hello, world!”
。

1.11.1 单引号字符串和转义引号
字符串是值，就像数字一样：
>>>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但是，本例中有一个地方可能会让人觉得吃惊：当Python打印出字符串的时候，是用单引号
括起来的，但我们在程序中用的是双引号。这有什么区别吗？事实上，没有区别。
>>>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这里也用了单引号，结果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两个都可以用呢？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
们会派上用场：
>>> "Let's go!"
"Let's go!"
>>> '"Hello, world!" she said'
'"Hello, world!" she said'

在上面的代码中，第一段字符串包含了单引号（或者叫撇号①。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应该称
之为撇号），这时候就不能用单引号将整个字符串括起来了。如果这么做，解释器会抱怨道（它
这么做也是正确的）
：
>>> 'Let's go!'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在这里字符串为'Let'，Python并不知道如何处理后面的s（也就是该行余下的内容）。
在第二个字符串中，句子包含了双引号。所以，出于之前所述的原因，就需要用单引号把字
符串括起来了。或者，并不一定要这样做，尽管这样做很直观。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使用反斜线
（\）对字符串中的引号进行转义：
>>> 'Let\'s go!'
"Let's go!"

——————————
① 撇号（'）在英文中用于表示所有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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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会明白中间的单引号是字符串中的一个字符，而不是字符串的结束标记（即便如此，
Python也会在打印字符串的时候在最外层使用双引号）。有读者可能已经猜到了，对双引号也可
以使用相同的方式转义：
>>> "\"Hello, world!\" she said"
'"Hello, world!" she said'

像这样转义引号十分有用，有些时候甚至还是必需的。例如，如果希望打印一个包含单双引
号的字符串，不用反斜线的话能怎么办呢？比如字符串'Let\'s say "Hello, world!"'？
注意

厌烦反斜线了吧？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将会介绍通过使用长字符串和原始字符串（两
者可以联合使用）来减少绝大多数反斜线的使用。

1.11.2 拼接字符串
继续探究刚才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输出同样的字符串：
>>> "Let's say " '"Hello, world!"'
'Let\'s say "Hello, world!"'

我只是用一个接着另一个的方式写了两个字符串，Python就会自动拼接它们（将它们合为一
个字符串）。这种机制用得不多，有时却非常有用。不过，它只是在同时写下两个字符串时才有
效，而且要一个紧接着另一个：
>>> x = "Hello, "
>>> y = "world!"
>>> x y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换句话说，这仅仅是书写字符串的一种特殊方法，并不是拼接字符串的一般方法。那么，该
怎样拼接字符串呢？就像进行加法运算一样：
>>> "Hello, " + "world!"
'Hello, world!'
>>> x = "Hello, "
>>> y = "world!"
>>> x + y
'Hello, world!'

1.11.3 字符串表示，str和repr
通过前面的例子读者们可能注意到了，所有通过Python打印的字符串还是被引号括起来的。
这是因为Python打印值的时候会保持该值在Python代码中的状态，而不是你希望用户所看到的状
态。如果使用print语句，结果就不一样了：
>>>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10000L
10000L
>>> print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print 10000L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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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长整型数10 000L被转换成了数字10 000，而且在显示给用户的时候也如此。但是
当你想知道一个变量的值是多少时，可能会对它是整型还是长整型感兴趣。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实际上是值被转换为字符串的两种机制。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函数来使用这
两种机制：一种是通过str函数，它会把值转换为合理形式的字符串，以便用户可以理解；另一
种是通过repr函数，它会创建一个字符串，以合法的Python表达式的形式来表示值①。下面是一
些例子：
>>> print repr("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print repr(10000L)
10000L
>>> print str("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print str(10000L)
10000

1
2
3
4
5

repr(x)也可以写作`x`实现（注意，`是反引号，而不是单引号）
。如果希望打印一个包含数

字的句子，那么反引号就很有用了。比如：
>>> temp = 42
>>> print "The temperature is " + temp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pyshell#61>", line 1, in ?
print "The temperature is " + temp
TypeError: cannot add type "int" to string
>>> print "The temperature is " + `temp`
The temperature is 42

注意 在Python 3.0中，已经不再使用反引号了。因此，即使在旧的代码中看到了反引号，你也
应该坚持使用repr。
第一个print语句并不能工作，那是因为不可以将字符串和数字进行相加。而第二个则可以
正常工作，因为我已经通过反引号将temp的值转换为字符串"42"了。（当然，通过使用repr，也
可以得到同样结果。但是，使用反引号可能更清楚一些。事实上，我也可以在本例中使用str。
不过，现在对此不用过多担心。）
简而言之，str、repr和反引号是将Python值转换为字符串的3种方法。函数str让字符串更易
于阅读，而repr（和反引号）则把结果字符串转换为合法的Python表达式。

1.11.4 input和raw_input的比较
相信读者已经知道"Hello, " + name + "!"是什么意思了，那么，raw_input函数怎么用呢？
input函数不够好吗？让我们试一下。在另外一个脚本文件中输入下面的语句：
name = input("What is your name? ")
print "Hello, " + name + "!"

看起来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程序。但是马上你就会看到，这样是不可行的。尝试运行该程序：
——————————
① 事实上，str和int、long一样，是一种类型。而repr仅仅是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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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your name? Gumby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python/test.py", line 2, in ?
name = input("What is your name? ")
File "<string>", line 0, in ?
NameError: name 'Gumby' is not defined

问题在于input会假设用户输入的是合法的Python表达式（或多或少有些与repr函数相反的意
思）。如果以字符串作为输入的名字，程序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What is your name? "Gumby"
Hello, Gumby!

然而，要求用户带着引号输入他们的名字有点过分，因此，这就需要使用raw_input函数，
它会把所有的输入当作原始数据（raw data），然后将其放入字符串中：
>>> input("Enter a number: ")
Enter a number: 3
3
>>> raw_input("Enter a number: ")
Enter a number: 3
'3'

除非对input有特别的需要，否则应该尽可能使用raw_input函数。

1.11.5 长字符串、原始字符串和Unicode
在结束本章之前，还会介绍另外两种书写字符串的方法。在需要长达多行的字符串或者包含
多种特殊字符的字符串的时候，这些候选的字符串语法就会非常有用。
1. 长字符串
如果需要写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字符串，它需要跨多行，那么，可以使用三个引号代替普通引号。
print '''This is a very long string.
It continues here.
And it's not over yet.
"Hello, world!"
Still here.'''

也可以使用三个双引号，如"""Like This"""。注意，因为这种与众不同的引用方式，你可以
在字符串之中同时使用单引号和双引号，而不需要使用反斜线进行转义。
提示 普通字符串也可以跨行。如果一行之中最后一个字符是反斜线，那么，换行符本身就“转
义”了，也就是被忽略了，例如：
print "Hello, \
world!"

这句会打印Hello, world!。这个用法也适用于表达式和语句：
>>> 1 + 2 + \
4 + 5
12
>>> print \
'Hello, world'
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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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始字符串
原始字符串对于反斜线并不会特殊对待。在某些情况下这个特性是很有用的①。在普通字符
串中，反斜线有特殊的作用：它会转义，让你在字符串中加入通常情况下不能直接加入的内容。
例如，换行符可以写为\n，并可放于字符串中，如下所示：
>>> print 'Hello,\nworld!'
Hello,
world!

这看起来不错，但是有时候，这并非是想要的结果。如果希望在字符串中包含反斜线再加上
n怎么办呢？例如，可能需要像DOS路径"C:\nowhere"这样的字符串：
>>> path = 'C:\nowhere'
>>> path
'C:\nowhere'

这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是，在打印该字符串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了：
>>> print path
C:
o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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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期望的结果，对吧？那么该怎么办呢？我可以使用反斜线对其本身进行转义：
>>> print 'C:\\nowhere'
C:\nowhere

这看起来不错，但是对于长路径，那么可能需要很多反斜线：
path = 'C:\\Program Files\\fnord\\foo\\bar\\baz\\frozz\\bozz'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始字符串就派上用场了。原始字符串不会把反斜线当作特殊字符。在原
始字符串中输入的每个字符都会与书写的方式保持一致：
>>> print r'C:\nowhere'
C:\nowhere
>>> print r'C:\Program Files\fnord\foo\bar\baz\frozz\bozz'
C:\Program Files\fnord\foo\bar\baz\frozz\bozz

可以看到，原始字符串以r开头。看起来可以在原始字符串中放入任何字符，而这种说法也
是基本正确的。当然，我们也要像平常一样对引号进行转义，但是，最后输出的字符串包含了转
义所用的反斜线：
>>> print r'Let\'s go!'
Let\'s go!

不能在原始字符串结尾输入反斜线。换句话说，原始字符串最后的一个字符不能是反斜线，
除非你对反斜线进行转义（用于转义的反斜线会也会成为字符串的一部分）
。参照上一个范例，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最后一个字符（位于结束引号前的那个）是反斜线，Python就不
清楚是否应该结束字符串：
>>> print r"This is illegal\"
SyntaxError: invalid token

——————————
① 尤其是在书写正则表达式时候，原始字符串会特别有用。第10章会讲述更多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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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这样还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希望原始字符只以一个反斜线作为结尾的话，那该怎么办
呢？（例如，DOS路径的最后一个字符有可能是反斜线。）好，本节已经告诉了你很多解决此类
问题的技巧，但本质上就是把反斜线单独作为一个字符串来处理。以下就是一种简单的做法：
>>> print r'C:\Program Files\foo\bar' '\\'
C:\Program Files\foo\bar\

注意，你可以在原始字符串中同时使用单双引号，甚至三引号字符串也可以。
3. Unicode字符串
字符串常量的最后一种类型就是Unicode字符串（或者称为Unicode对象，与字符串并不是同
一个类型）。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Unicode，那么，可能不需要了解这些内容（如果希望了解更多
的信息，可以访问Unicode的网站：http://www.unicode.org）。Python中的普通字符串在内部是以8
位的ASCII码形成存储的，而Unicode字符串则存储为16位Unicode字符，这样就能够表示更多的
字符集了，包括世界上大多数语言的特殊字符。本节不会详细讲述Unicode字符串，仅举以下的
例子来作说明：
>>> u'Hello, world!'
u'Hello, world!'

可以看到，Unicode字符串使用u前缀，就像原始字符串使用r一样。
注意 在Python 3.0中，所有字符串都是Unicode字符串。

1.12

小结

本章讲了非常多的内容。在继续下一章之前，先来看一下在本章学到了什么。
 算法。算法是对如何完成一项任务的详尽描述。实际上，在编写程序的时候，就是要使
用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语言（如Python）来描述算法。这类对机器友好的描述就叫做程序，
程序主要包含表达式和语句。
 表达式。表达式是计算机程序的组成部分，它用于表示值。举例来说，2+2是表达式，表
示数值4。简单的表达式是通过使用运算符（如+或者%）和函数（如pow）对字面值（比如
2或者"Hello"）进行处理而构建起来的。通过把简单的表达式联合起来可以建立更加复杂
的表达式（如 (2+2)*(3-1)）。表达式也可以包含变量。
 变量。变量是一个名字，它表示某个值。通过x=2这样的赋值可以为变量赋予新的值。赋
值也是一类语句。
 语句。语句是告诉计算机做某些事情的指令。它可能涉及改变变量（通过赋值）
、向屏幕
打印内容（如print "Hello, world!"）、导入模块或者许多其他操作。
 函数。Python中的函数就像数学中的函数：它们可以带有参数，并且返回值（第6章会介
绍如何编写自定义函数，读者学习之后就会发现，在返回值之前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
 模块。模块是一些对Python功能的扩展，它可以被导入到Python中。例如，math模块提供
了很多有用的数学函数。

1.12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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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本章之前的内容已经介绍过编写、保存和运行Python程序的实际操作了。
字符串。字符串非常简单——就是文本片段，不过，还有很多与字符串相关的知识需要
了解。在本章中，你已经看到多种书写字符串的方法。第3章将会介绍更多字符串的使用
方式。

1.12.1 本章的新函数

2
3

本章涉及的新函数如表1-2所示。
表1-2 本章的新函数
函

1

数

4
描

述

abs(number)

返回数字的绝对值

cmath.sqrt(number)

返回平方根，也可以应用于负数

float(object)

将字符串和数字转换为浮点数

help()

提供交互式帮助

input(prompt)

获取用户输入

int(object)

将字符串和数字转换为整数

long(object)

将字符串和数字转换为长整型数

math.ceil(number)

返回数的上入整数，返回值的类型为浮点数

math.floor(number)

返回数的下舍整数，返回值的类型为浮点数

math.sqrt(number)

返回平方根，不适用于负数

pow(x, y[, z])

返回x的y次幂（所得结果对z取模）

raw_input(prompt)

获取用户输入，结果被看做原始字符串

repr(object)

返回值的字符串表示形式

round(number[, ndigits])

根据给定的精度对数字进行四舍五入

str(object)

将值转换为字符串

1.12.2 接下来学什么
表达式的基础知识已经讲解完毕，接下来要探讨更高级一点的内容：数据结构。你将学习到
如何不再直接和简单的值（如数字）打交道，而是把它们集中起来处理，存储在更加复杂的结构
中，如列表（list）和字典（dictionary）。另外，我们还将深入了解字符串。在第5章中，将会介
绍更多有关语句的知识。之后，编写漂亮的程序就手到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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