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第1章

程序设计和 Python

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时代，环顾四周，信息技术的影响无处不在。由于信息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我们的世界的方方面面都与 20 年前大不相同了，例如：
z 个人生活：看看人们在每天生活中做的各种事情，有多少是在与屏幕键盘（可能是触摸

屏）交互，这些都是 20 年前没有的事情。
z 人际交流：20 年前的人际交流方式很简单。除面对面交流外，只能通过纸笔写信或长途

电话（要找专门的电话或者到电话局）
。今天人手一部手机，可以通过电话、短信、各种
网络即时消息相互交流。电子邮件也是私人之间的交流媒介，而在网上的各种地方发帖
和回复，则带有公开性质，是人际交流的新方式。
z 学习和教育：课堂教育的方式和手段都改变了。互联网越来越多被用于学习和知识的发

掘整理，通过电子手段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比重越来越大。
z 产业和职业：出现了大量与信息处理有关的职业，信息技术在越来越多的业务和工作领

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各种职业的工作方式都改变了。
z 信息技术已经渗入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具体的事例不胜枚举。

为什么在这不长的几十年时间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会发生这么大变化？回答很简单：
因为有了计算机，这种强大、灵活、威力无穷的通用信息处理工具（它从根本上有别于人类发
明的其他工具），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每个方面。
那么，计算机的威力从哪里来？为什么一台计算机（基于电子元器件组合起来的一套设备）
能完成如此丰富多彩的不同工作？本章首先希望回答这个问题。
本章将帮助读者在比较直观的层面建立起对计算机、计算、程序、程序设计和编程语言的
基本认识，然后简单介绍本书使用的编程语言——Python 语言，最后介绍在学习实际编程中必
然遇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1.1 计算机和程序
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积累知识的历史。今天的人们未必比古人更聪明，至少相差不会太
多。但是，今天人们掌握的知识比古人多得多，而且一年多于一年，一代多于一代。正是由于
这种知识积累，使今天人类的生活与古人大不相同了。

1.1.1

“是什么”和“怎样做”的知识

人类积累的知识，从某种角度看可分为两大类：
z 一类是有关“是什么”的知识，人们通过观察、分析、研究、试验等活动，设法认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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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所闻的事物，理解这些事物，设法解释事物的方方面面。
z 另一类是有关“怎样做”的知识，这些知识告诉人们如何去改变各种现存的事物，或者

去创造从未有过的新鲜事物。
显然，这两类知识相互有联系，但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不仅内容不同，表述的方式和手
段通常也大不相同。下面看两个例子。
两个实例
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两类不同知识，现举两例：
【例 1.1

菜单和菜谱】以常见的菜肴——西红柿炒鸡蛋为例，在饭店菜单上可以看到对

它的描述：通过自然语言写出，介绍其色香味方面的特点，可能再附以照片给人感官印象。这
是有关该菜肴的一套说明性描述，说明了西红柿炒鸡蛋是什么。而翻开一本菜谱，其中有关同
一菜肴的描述则完全不同。首先是一个配料表，说明制作这一菜肴需要准备哪些基本食材和配
料，烹制前如何处理（准备工作）
。而后是有关用火和烹制过程的详细说明，告诉人们应该怎样
做，才能得到一盘合格的西红柿炒鸡蛋。
显然，上述两种说明都针对同一客体，即同一盘菜肴，但它们显然很不一样。前者传递的
是有关“是什么”的知识，或称说明性的知识，而后者传递的是有关“怎样做”的知识（操作
性的，或称为过程性的知识）。作为饭店顾客，查阅菜单弄清菜肴的特点，符合自己的需要，就
可以选择它。而作为学做菜的人们则需要参考菜谱实际操作，才能做出合乎预期的菜肴。
【例 1.2

最大公约数】最大公约数是基础数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出现在小学数学课本

里。作为数学概念，最大公约数有严格的数学定义：
定义：两个正整数 x 和 y 的最大公约数（常简写为 GCD），就是能整除 x 并能整除 y 的正
整数中最大的那个数（允许至多一个数为 0 是本定义的扩充）。
这个定义基于几个更基本的数学概念（正整数、整除、最大）
，严格定义了一个新概念：最
大公约数。只要理解了这几个基本概念，就能理解这个新概念。显然这一定义传播的一些知识
属于是什么的说明性知识。但是这个定义没有说明在遇到一对正整数时，如何把它们的最大公
约数求出来。后一工作就要靠过程性的知识了。
求最大公约数的一种著名方法称为辗转相除法，又称为欧几里得方法。该方法说明了求两
个正整数的最大公约数的一种计算过程，可严格描述如下：
0. 计算的基础（输入）：正整数 x 和 y
1. 求出 x 除以 y 的余数 r
2. 如果 r 等于 0，y 就是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计算成功结束
3. 将 y 作为新的 x，r 作为新的 y，回到步骤 1 继续
这里的每一行描述一两个简单操作，做计算时只需一行行地往下做。最后两行有点特殊：第 3
行说明满足一定条件就得到了结果；第 4 行说明要转回前面继续。
如果给定一对正整数 x 和 y，实施上面描述的计算过程，最后就能得到它们的最大公约数。
进一步说，要执行这个计算过程，需要知道如何完成两个基本操作：求一个整数除以另一个整
数的余数，判断一个整数是否为 0。
过程性知识
说明性和过程性的知识都非常重要，前者是人们有关客观事物的朴素认识的深入、积累和
总结，而后者则是人们对自己的各方面实践活动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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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关注后一类知识（过程性知识）
。其表现形式可能是一段自然语言说明，也可能采
用某些特殊的格式（例如上面有关求最大公约数的描述，或者菜谱里有关一个菜肴的描述）。但
是，这类知识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描述的形式，而在于它所描述的（操作、计算）过程可以
实施，最终产生出所期望的结果或者效果。
历史上人们早已发明了许多有价值的计算过程，但实施却很困难，因为只能由人按照特定
的方法一步步计算，需要大量人力，也极端费时。有很多著名的例子，例如，开普勒花了近 10
年时间计算太阳系的行星轨道；二战中美国陆军部为计算大炮的装药和弹道，雇佣了成百的美
国妇女参与计算弹道手册等。
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发明了计算机这种自动化的计算机器，过程性知识的重要性大大提
升了。以计算机作为过程自动化的基础，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
且，这一变化趋势还在继续，没有看到丝毫减退的迹象。今天在几乎任何领域中，一旦人们弄
清了一件事可以怎么做，就会考虑如何借助于计算机去完成它。

1.1.2

计算和程序

环顾四周，计算机已经是今天人类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机器了。它不但以独立可见的形式出
现在家庭、办公室和许多其他地方，还被嵌入在几乎所有现代化的设备、仪器、家用器具中。
为什么计算机这么有用？为什么计算机到处都能用？实际上，计算机就是一种能自动完成计算
的机器，要理解计算机，就需要理解计算。人们从小学（或者学龄前）就开始接触计算，学习
基本计算规则。那么计算是什么？
计算是一类按规则操作抽象符号（序列）的过程。例如，最基本的整数算术就是操作算术
表达式（由 10 个数字符号和几个表示运算的符号构成的序列）。人们使用一组基本算术规则，
从需要计算的符号序列出发，逐步变换，最后得到计算结果。人类社会发展（如计量、分配、
度量等）产生了计算的需求，逐渐发明了与计算有关的各种记法和过程。在计算机出现前，计
算由人（通过头脑和手等）实施，可能借助一些简单工具（手指、纸笔、算盘、计算尺）
。越来
越烦琐的计算，需要花费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也限制了很多工程技术的发展。今天，计算机
已经把人从包含大量细节的烦琐计算中解放出来了。
要理解计算机和计算，也必须理解程序的概念，理解计算、程序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讨
论程序和编程（程序设计）就是本书的主题。
程序与计算
“程序”一词来自生活，通常指为完成某项事务而确定的一套既定活动方式或者活动安排。
在表述上，程序应看作是对一系列动作的进行过程的描述。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找到许多“程序”
实例。例如，下面序列描述了一个学生早晨起床后的活动：
1. 起床
2. 刷牙
3. 洗脸
4. 吃早饭
5. 去教室上课
这是一个直线型序列，包含一系列简单活动（步骤）
，是最简单的程序形式。如果按顺序实
施序列中描述的动作，最后的效果就是完成了一项事务或者工作。
另一个复杂一些的过程是完成一门数学课程的作业，可以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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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准备工作（如准备笔、打开作业本、打开书籍等）
2. 找到要做的一道习题
3. 如果习题简单，完成后转到第 5 步
4. 如果习题复杂
4.1 仔细审题、思考、查阅教科书和参考书等
4.2 完成习题
5. 如果还有未完成的习题，转到第 2 步继续

显然，这个程序比前一个复杂些。最主要复杂性在于它不是一个平铺直叙的序列，其中有
些步骤有条件，需要根据情况处理，还可能出现重复的动作或动作序列。
仔细探究这个实例，可以看到它还可能进一步细化，以便处理实际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
情况。例如步骤 4.1，其中的审题、思考和查阅书籍又可能交替进行，可能出现多次反复。还可
能遇到各种异常情况，例如作业本用完了、笔出了故障、电话铃突然响了，或者到了上课或吃
饭时间等。由此可见，要把一个“程序”描述完全并不容易。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程序性活动，典型的如一个会议的议程、一场演出的节目单、运
动会的程序册。总而言之，对一项事务、活动等的进展过程的细节描述就是一个“程序”
。一个
程序的描述通常有开始与结束，动作者（人或机器）根据程序执行一系列动作，到达程序结束
位置时，整个工作完成。在一个程序描述中，总有一批预先假定的“基本动作”。例如，上面有
关作业的描述中把“查阅参考书”看作基本动作。但如果参考书在图书馆，那么这个动作就需
要进一步分解。程序的精细化（精化，或称功能分解）也是在本书后面有关计算机程序设计的
讨论中特别强调的最本质的东西。
在计算中做的都是程序性的工作，通过一系列较为简单的操作完成。以多位数加法为例，
需要数字对位等准备，然后使用基本数字加法规则，从低位到高位逐位求和并处理进位，直至
做完所有数位，最后收集结果。有关计算过程可以描述如下：
1. 准备工作：将需要求和的两个数按位对齐
2. 把个位作为当前位，进位值记为 0
3. 如果两个数的当前位都有值
3.1 算出两个数的当前位再加进位值之和以及新的进位值（0 或 1）
3.2 把得到的和记入和数的当前位，转到第 5 步继续
4. 如果只有一个数的当前位有值，用 A 表示这个数
4.1 算出 A 的当前位加进位值之和及新进位值
4.2 把得到的和记入和数的当前位
4.3 把更高一位作为当前位
4.4 如果 A 的当前位仍有值，转到第 4.1 步继续
4.5 如果进位值是 0，结束
4.6 把 1 记入和数的当前位，结束
5. 将更高一位作为当前位
6. 如果两数的当前位都已经无值
6.1 如果当时进位值是 0，结束
6.2 把 1 记入和数的当前位，结束
7. 转回第 3 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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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基本执行方式是执行完一步后执行下一步，除非当前步骤中明确要求下一步做什么。有
些步骤有条件，如果当前步骤的条件不成立，就直接转去执行下一步的操作。虽然多位数加法
是人们最熟悉的计算，将其详细地严格写出还是有点烦琐。显然这里也有开始和结束，有特定
的基本操作（一位十进制数的加法，判断一个数字是否 0）。乘法的计算过程更复杂，其中需要
做逐位的乘法、结果的对位和加法计算等。
日常生活中的程序可以看作计算机程序的直观对应物，在一些情况下也会明确写出实际文
本，例如一次会议程序或演出节目单。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巨大差异，主要在于后者的极端严格
性。日常生活中程序性活动的描述可以含糊笼统，实际执行也可以有变化调整，不一定完全按
程序走。而计算机程序的描述则要求绝对严格，计算机作为执行主体，对程序的执行一丝不苟，
一步步按程序中的条目行事，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计算机和程序
为了研究计算的理论，数学家阿兰·图灵在 1936 年提出了一种计算模型，后来被人们称作
图灵机。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抽象计算机器（可以看作一种数学模型），其中有一个控制部件，
指挥一个读写头在一条记录数据的带子上读写数据。著名的图灵-丘奇论题说，对于任何可以通
过计算解决的问题，都可以设计一台图灵机解决。人们用这个论题定义什么是计算。图灵还证
明了计算的局限性，通过实例证明了不可计算问题的存在性。
图灵还有另一个特别重要的贡献：他在图灵机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一台称为通用图灵机的
特殊图灵机，并证明了通用图灵机能模拟任何一台图灵机的工作过程，也就是说，能完成任何
可能的计算工作。图灵的做法是把具体图灵机表达为通用图灵机可以处理的编码表示形式，实
际上就是程序。因此，通用图灵机是一种可编程的通用机器，可以看作今天的通用电子计算机
的理论模型，因此图灵被人们称为“计算机之父”。
有关图灵机（和图灵-丘奇论题）和通用图灵机的工作非常重要。前者告诉我们，如果需要
考虑设计和制造完成计算的机器，只需要考虑计算能力“等价于”图灵机模型的机器就足够了。
后者告诉我们，不需要考虑如何去设计能完成千奇百怪的具体计算的设备（例如加法机、乘法
机、文字编辑机、超级玛丽游戏机等）
，只需要设计和制造出一种设备，其功能等价于通用图灵
机，就能解决所有的计算问题了。
现实中的计算机是 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发明的一种自动机器，基于电子技术，能完成各种
计算工作。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开始，各国的研究者们开始基于电子技术开发出一些计算设备。
早期的这类设备只能做一件专门计算工作，是功能固定的计算设备。例如 1942 年完成的 ABC
机器（Atanasoff-Berry Computer）专门求线性方程组的数值解，图灵领导开发的 bombe（意为
密码破解）机器专门破解德国 Enigma 密码机生成的密码。
1946 年在美国宾州大学开始运行的 ENIAC 是第一台得到较多实际使用的可编程计算机，
只需要给它换一个“程序”
，它就能做另一种计算工作。但是，这台机器的程序由一些外部连线
和开关设置组成，要想换一个程序，需要重新连接许多线路，改动很多开关。这件事通常需要
许多人工作几天时间，非常麻烦。
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考察了 ENIAC 机器之后写出了一份报告，提出了采用程序存储方式
的计算机的逻辑设计，为现代计算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程序存储计算机的特点就是把需
要执行的程序编码，像数据一样存入计算机的存储器，然后让计算机的执行部件自动提取程序
的内容，执行相应操作。这样，一方面计算机能摆脱外部拖累，用自己的速度快速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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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给计算机换一个程序，就像是给它输入一组数据一样，非常方便。具有这种结构的
计算机被称为冯·诺依曼计算机。1948 年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研究者开发出 Mark I 计算机，通常
被认为是第一台实际投入使用的程序存储计算机。
其实，所谓的冯·诺依曼计算机，也就是图灵理论中的通用图灵机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是一台通用的计算设备。而完成具体计算的计算机程序，对应于图灵的通用图灵机理论中的具
体图灵机的编码表示形式。也就是说，人们在设计和实现计算设备方面的多年实际探索，最终
再次证明了图灵理论的重要意义。
计算机的基本原理
计算机能执行一组基本操作，每个操作完成一个简单动作，例如做一次整数运算、把一个
数从这里搬到那里、比较两个数的大小等。计算机提供了一套指令，每种指令对应计算机的一
个基本动作。最基本的计算机程序，就是一个这种指令的序列。
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就是能自动地按照程序要求一步步工作。其工作方式如图 1.1
所示，这是一个循环，循环中不断地交替执行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取得程序里的一条指令，
第二个动作是执行该指令要求的操作。完成一次基本循环后进入下一个循环，再次取得下一条
应该执行的指令并执行它。周而复始，直至遇到一条明确要求它停止工作的指令。这个图表现
了计算机运行的微观情况。
要指挥计算机工作，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写出一个程序，把这个程序提供给计算机，命令计
算机去执行它。此后计算机就会按照程序的描述，一丝不苟地执行其中的指令，直至整个程序
执行结束。因此，从宏观上看到的计算机工作的情况如图 1.2 所示：获得一个程序，执行它，
可能给出得到的结果；然后取得人们提供的下一个程序，执行并给出结果。同样是循环往复。
人们常把计算机执行程序的过程简单说成是程序的执行过程。

图 1.1 计算机的基本执行循环

图 1.2 计算机的程序执行循环

计算机是一种通用计算机器，给了它一个或一组程序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处理某种专门问
题，完成特殊工作的专用机器。例如，给它（在其上执行）一个文字处理程序，它就变成了一
台文字处理机器；给它一个游戏程序，它就变成了一台游戏机器。通过技术，还可以同时在一
台计算机上运行多个程序，使人可以把它当作多部不同的机器，同时使用。
这种通用性与专用性的统一非常重要：从一方面看，一种或不多几种计算机可以通过现代
化工业的方式大量生产，使工程师们可以专心研究这几种设备的各方面改进，提高性能、降低
成本、缩小体积等；另一方面，通过运行不同的程序，一台计算机可以在不同时候处理不同问
题，甚至同时处理许多不同问题。这些就是计算机之威力的根源。这种通用性和专用性的统一，
为信息科学技术领域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计算机的发展及其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已经是人人
皆知的事实了。计算机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其原因不仅在于人们发明并大量制造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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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令人敬畏的奇妙机器，更重要的是人们为计算机开发出了数量宏大、五彩缤纷、能指挥计算
机完成各种简单或复杂工作的程序。目前正在使用的计算机并没有多少种，正是数量繁多、功
能丰富多彩的程序给了计算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作为通用的机器，计算机有应用于各种领域、解决各种问题的潜力。但是，要真正将其应
用于任何具体问题，都需要有完成这种具体工作的程序，需要有人把这种程序开发出来。人们
把描述（编制、构造、开发）程序的工作称为程序设计或者编程，这种工作的产品就是程序。
由于计算机的本质特征，从计算机诞生之初就有了程序设计工作。今天，编程已经变成了一个
需要很多人去做的实际工作，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多多少少需要做一些编程工作。学习计算和编
程不仅可以成为一些人的职业基础，也是理解今天社会生产和生活方方面面的新特征，理解所
有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1.1.3

编程语言

要指挥计算机做某件工作，就要给它一个程序，其中说明计算机在工作过程中应该怎样做，
给出完成所需工作的程序性活动的一步步细节，描述计算机执行中需要做的动作及其执行顺序。
为了描述这种过程，需要有一种适当的描述方式。一套系统的描述方式就形成了一种语言。在
这里需要的是一种人能使用、计算机也能处理的符号描述形式，这样一套描述形式就是一种编
程语言。这是一类人造的语言。编程语言也常被称为程序设计语言，或简称为程序语言，本书
中也经常简单将其说成语言。
有人可能说：小学生就学了数学，数学的一个基本部分是计算，小学生已经会用数学方式
（或说用数学语言）描述计算过程，编程语言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吗？确实有！编程语言的突出
特点就在于不仅人能懂得和使用它，计算机也能“懂得”它，能按用编程语言描述的程序去行
动，完成所需要的计算工作。因此，程序语言既是人描述计算的工具，也是人与计算机交流信
息的基本媒介。人通过用编程语言写程序的方式指挥计算机完成各种具体工作。当然，编程语
言也是人与人交流有关计算的想法和过程的工具，一个人写的程序可能被其本人后来阅读，或
者被其他人阅读。这方面的作用也影响着编程语言的发展。
机器语言和汇编语言
在计算机内部，一切信息都以二进制编码的形式存在。需要存入计算机，要求计算机执行
的程序也不例外。计算机都规定了一套描述其指令的二进制编码形式，这种描述形式称为机器
语言，用机器语言写的程序称为机器语言程序。计算机能直接“理解”并执行这种程序。下面
是一台假想计算机上的一个机器语言程序，也就是一个指令的系列：
00000001000000001000
00000001000100001010
00000101000000000001
00000001000100001100
00000100000000000001
00000010000000001110

-------

将单元1000的数据装入寄存器0
将单元1010的数据装入寄存器1
将寄存器1的数据乘到寄存器0原有数据上
将单元1100的数据装入寄存器1
将寄存器1的数据加到寄存器0原有数据上
将寄存器0里的数据存入单元1110

这里描述的程序包含 6 条指令，要求计算机做的事情就是计算算术表达式 a × b ＋ c 的值。
为便于理解，这里用 a、b、c 代表计算机里的三个存储单元，它们的地址分别为 1000、1010 和
1100。这个程序描述了完成这一计算，最后将结果存入单元 1110 的计算过程。上面提到的寄存
器是一类存储数据的部件，计算机硬件可以直接操作其中数据，保存在其他地方（例如内存单
元）的数据需要先装入寄存器，然后才能在计算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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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诞生之初，人们只能用机器语言写程序。由上面的简单例子可见，对于人的使用而
言，二进制编码形式的机器语言非常不方便：用它写程序非常困难，工作效率极低，写出的程
序难以理解，正确性很难保证，发现程序有错也很难辨认和改正。
复杂的程序可能包含成百万、成千万条，甚至更多条指令，其中的执行流程错综复杂，理
解一个二进制机器语言描述的复杂程序到底做了什么，很容易变成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为了
缓解这个问题，人们很快开发出符号形式的、相对更容易使用的汇编语言。用汇编语言写的程
序需要通过专门软件（称为汇编系统）加工，翻译成机器语言后送给计算机执行。下面是用某
种假想的汇编语言写的程序，它完成与上面程序同样的工作：
load
load
mult
load
add
save

0
1
0
1
0
0

a
b
1
c
1
d

-------

将单元a的数据装入寄存器0
将单元b的数据装入寄存器1
将寄存器1的数据乘到寄存器0原有数据上
将单元c的数据装入寄存器1
将寄存器1的数据加到寄存器0原有数据上
将寄存器0里的数据存入单元d

汇编语言的每条指令对应一条机器语言指令，其中用助记的符号名表示操作和存储单元。
这样，每条指令的意义都更容易理解和把握，理解整个程序也容易了许多。但是，汇编语言没
有结构，一个程序是基本指令的一个长序列，是一盘散沙。用汇编语言编写复杂程序仍然很困
难，难以理解，其中的错误也很难被定位和改正。
高级编程语言
1954 年诞生了第一个高级程序语言 Fortran，程序设计进入了一个新时代。Fortran 采用完
全符号化的描述形式，用类似数学表达式的形式描述数据和计算。语言中提供了有类型的变量，
作为计算机存储单元的抽象。它还提供了一些高级流程控制机制，如循环和子程序等。这些高
级机制使编程者摆脱了许多具体的计算机硬件细节，可以把复杂的程序分解为一些较小的较容
易把握的部分，方便了复杂程序的书写。写出的程序更容易阅读，发现错误后也更容易辨认和
改正。Fortran 语言诞生后受到广泛欢迎。
从 Fortran 语言诞生至今，人们提出的语言已经有数千种，其中大部分是试验性语言，只有
少数语言得到广泛使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绝大部分程序都是用高级语言写的，人们也已
习惯于用编程语言这一术语特指各种高级程序语言了。用高级语言描述前面的程序只需要一行。
例如，下面是用本书中将要使用的 Python 语言写出的完成同样计算的程序：
d = a * b + c

这一行程序要求计算机算出 = 符号右边表达式的值，最后用 d 记录计算的结果。这种表示方
式接近人们熟悉的数学形式，明显更容易阅读和理解。
与机器语言和汇编语言相比，高级语言的形式人更习惯，更容易使用，这也使更多的人愿
意参与到程序设计活动中。用高级语言写程序，工作效率更高，使人能开发出更多应用系统，
这些又反过来推动了计算机应用的发展，进而推动了计算机工业的大发展。可以说，高级编程
语言的诞生和发展，对计算机领域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当然，计算机也不能直接执行高级语言描述的程序。人们在设计好一个高级语言后，还需
要开发一套实现该语言的软件，这种软件被称作高级语言系统，也常说成是这一高级语言的实
现。在研究开发各种高级语言的过程中，人们深入研究了实现语言的技术。高级语言的基本实
现方式有两种，分别称为编译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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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译方式：首先针对要实现的语言开发出一个翻译软件，它能把用这个语言写的程序翻
译成计算机机器语言的等价程序。我们在用这种高级语言写出一个程序 P 之后，先用上述翻译
程序处理，得到与 P 对应的机器语言程序 P'。在此之后，只要命令计算机执行程序 P'，计算机
就能完成程序 P 要求的计算工作了。
2）解释方式：首先针对要实现的语言开发一个解释系统，该系统能读入用这种语言写的程
序，直接按程序的要求指挥计算机完成相应的计算工作。要运行一个写好的程序，只要把它送
给运行着上述解释系统的计算机，就可以完成程序要求的工作了。
有许多高级语言适合采用第一种方式实现，如 Fortran、C 语言等，也有许多语言适合采用
第二种方式或某种混合方式。从表面看，本书中使用的 Python 是采用解释方式实现的语言，但
其中还有些细节。后面会介绍 Python 语言实现的一些情况。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不断开发出新的程序语言，老的语言也被逐渐淘汰，仍
在用的老语言也在不断变化。以 Fortran 为例，它在过去 60 年中经历了多次大改版，其较新版
本（如 Fortran 90、95、2003 和 2008）与早期 Fortran 相比已经有很大不同。其他历史较长的语
言也都如此。推动语言发展的因素很多。随着程序设计工作的长期实践，人们对程序设计应该
怎样做、需要什么东西去描述程序等，不断产生新的认识，其中许多重要认识被凝结到新语言
里。推动语言发展的另一原因是应用。新的应用领域常对描述工具提出新要求，这些认识和要
求促使人们改造已有的语言，或者提出新语言。
目前世界上使用较广的语言有 C、Java、C++、Python 等，这些语言通常被看作常规语言，
因为它们有许多常见的共同特征。还有一些语言比较特殊，在形式和编程方式等方面与常规语
言差异很大，它们互相之间也常常大相径庭。这些非常规的语言各具特点，有些语言有自己的
应用领域，甚至有特殊的使用人群。这一类语言包括 Lisp、Smalltalk、Prolog、ML 等。虽然不
如常规语言使用广泛，但这些语言也非常重要，它们都曾在程序语言或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上起
过（有些仍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面说的都是通用编程语言，其设计目标具有一般性，希望能用于解决范围广泛的计算问
题。除此之外，现在还发展出许多专用的编程语言，或者比较偏向于应用于某些问题的编程语
言。常见的如 Maple 和 Mathematica 用于做符号计算和数学问题的计算，SAS 和 R 等用于做与
统计有关的计算，MATLAB 等用于做矩阵计算和工程计算。还有许多专用于很窄的特殊问题的
语言，例如专用于控制某种数控机床，专用于某类机器人的动作设计，专用于特殊的编织机器
的花纹设计等。这些语言各有特点，但从程序性的角度看，它们也继承了通用语言的一些基本
概念和特征。
如前所说，高级语言的发展推动了计算机应用和整个计算机领域的发展，计算机硬件和计
算机应用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高级语言的发展和变化。早期人们对高级语言还有些顾虑，主
要是认为用它们编写的程序的执行效率不如直接用汇编语言编写的程序。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开
发，语言实现技术的发展已经基本消除了这方面的问题。今天绝大部分程序都是用高级语言开
发的，只有极少量的程序或程序部分是用汇编语言开发的。因此，今天人们在谈论编程语言时，
默认地就是指高级编程语言，本书后面也这样做。
编程语言的要素
编程语言是人设计的一类语言，设计目标就是用于写程序。一个完整的程序描述了一个计
算过程，就像一个剧本描述一出话剧或一部电影的表演过程。计算机执行程序，与演员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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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也有类似之处。当然，在这里完全没有临场发挥，因此简单得多。
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也揭示了程序的两方面特征：一方面，一个程序是一段文本描述，完全
是静态的，就像一篇论文、一本小说，可以阅读和理解，甚至可以修改重构。但另一方面，一
个程序又蕴涵着一个执行过程、一段计算，这是一种动态的活动。这是程序的两面性，编程的
目标是实现其蕴涵的动态过程，但却要用一段静态文本去描述它。学习编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去理解这种静态描述与动态过程的关系。
程序语言的一边关联着编写程序的人们，另一边关联着执行程序的计算机，因此其形式必
须满足这两个关联方的需要：为了使计算机能够处理和执行，编程语言必须有严格定义的形式。
另一方面，由于程序需要人来写，所以编程语言应该具有人比较容易使用和理解的形式，便于
人阅读、理解、参考，需要易读、易理解、易学习、易使用。各种成功的高级语言，其设计都
是在这两种需要之间取得了较好的折中。
语言学的研究者们提出了语言的三个要素：语法、语义和语用。这种提法原本是针对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自然语言”
。作为一类人造语言，编程语言在语法和语义方面的情况比各
种自然语言（如汉语、英语）更清晰准确：
z 语法是一套严格定义的规则，规定了一个编程语言中各种结构的形式，严格界定何种形

式的描述是合法的程序或者合法的程序部分。不合乎语言语法的描述不是这种语言的程
序，因此是完全没意义的。
z 语义是另一套明确的规则，说明各种合法程序部分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计算机在处

理（执行）这种程序部分时将会做什么事情，完成什么样的计算。程序的语义是程序的
内涵，也是人们在编程中最需要关心的问题。
z 语用并不是一套规定，而是人们在使用这种语言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技术积累。当然，

由于都是为了描述计算，人们使用其他语言的已有技术也可能借鉴。此外，计算问题中
也有许多常见的共性问题或相似问题，人们在处理一些情况的过程中开发了一些有用的
方法，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些都属于语用的范畴。
本书将采用 Python 语言作为讨论计算与编程的工作语言。由于上面这些情况，在后面章节
中介绍 Python 语言的一种结构时，通常也包括几部分内容：
（尽可能严格地）说明这种结构的
语法形式，其结构和各个组成部分；
（直接并可能通过示例）解释这种结构产生的计算过程（操
作的过程）；通过一些例子说明这种结构可以（或者应该）如何使用。在介绍过一种结构之后，
随后的实例中可能经常使用它们。讨论中还会经常出现不同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对比，通过实例
说明如何结合使用多种不同的结构。

1.2

Python 语言简介

本节将首先简单介绍 Python 语言的一些基本情况，包括其发展和使用的情况。而后介绍
Python 语言系统的安装和使用方面的基本常识。

1.2.1

Python 语言的发展和应用

Python 语言是 CWI（荷兰国家数学和计算机研究中心）的程序员 Guido van Rossum 在 1989
年开始开发的一种高级编程语言，当时的主要设计目标是希望能用于方便地管理 CWI 的
Amoeba 操作系统。后来，由于其各方面的优点而逐渐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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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语言现在由 Python 软件基金会（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PSF）主导开发和管理。
PSF 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其网址为 python.org。Python 2.0 版本于 2000 年发布，3.0 版
本于 2008 年年底发布。Python 3.0 对语言做了全面清理和整合，修正了原来语言里的许多重要
缺陷，使其概念体系更清晰，各方面结构更具有统一性。
目前 Python 处于 2.0 版与 3.0 版并存的情况。Python 2.0 的 2.7 版已确定为 Python 2.0 的最
后版本，PSF 只会对其做有限的修改完善，不再做大的升级。PSF 已经把精力集中于 Python 3.0。
Python 的 3.5 版本已于 2015 年 9 月发布。
由于这些情况，本书选择 Python 3.0 版本作为工作语言，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书中所
有实例（及所附代码）都在 3.4 版中开发，但这些代码里并没有任何特定于 3.4 版本的特殊结构，
也符合 3.5 版的规定，应能在各种 Python 3.0 系统上运行。
Python 语言的特点
Python 的基本设计目标是让程序简单、明确和优雅，在设计上坚持了一套较为清晰而且整
齐划一的风格。Python 程序具有易写、易读、易维护修改的特点，受到广大使用户的欢迎。这
些特质也使 Python 的使用越来越广泛。21 世纪以来，Python 已经发展成为最受欢迎的编程语
言之一，其使用非常广泛。国际上有些公司或机构做过（或持续在做）有关各种编程语言使用
情况的统计，在各种统计结果中 Python 都位于前五六名之内。它还被 TIOBE 编程语言排行榜
（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语言排行榜）评为 2010 年度语言。
Python 语言以统一的方式支持一种先进的编程理念和技术：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所有编
程机制和结构围绕着对象的概念，程序里定义和操作的各种实体都是对象。这样的语言设计有
利于编程概念的统一性，也使做出的程序代码和部件可以比较方便地重复使用。Python 语言的
设计也为开发大规模软件系统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Python 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编程语言，提供了一批容易使用的数据功能，使人可以很方便地
生成和处理大批数据。再加上 Python 语言的一些基本设计的特点，使已经开发出来的程序比较
容易修改扩充，有利于软件系统的升级改造。这些特性有利于减轻软件开发者的工作负担，提
高编写复杂程序的工作效率。这也是许多 IT 公司乐于选择和使用 Python 作为其主要软件开发
语言的最重要原因。
在使用 Python 开发程序的过程中，程序执行采用交互式方式：人可以随时把一个命令送给
Python 系统（解释器），解释器立刻执行这个命令（参考图 1.1 和 1.2），使人马上就能看到执行
的效果。这种执行方式使人可以很方便地在编程过程中做各种试验，提高工作效率。一个 Python
程序（称为模块）就是一系列简单或复杂的命令。人们也把采用这种形式的语言称为脚本语言
（script language），这种语言的程序就像是一系列命令构成的工作脚本。但实际上 Python 并不
是一种简单的脚本语言，而是一个完全能支持大规模软件开发的通用编程语言，其实现也具有
较高的实际执行效率。
Python 的基本语言提供了很丰富的功能，它还附带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标准库，提供了很多
在实际应用中非常有用的功能。此外，全世界很多开发者已经为 Python 开发了大量面向各种应
用领域的专门程序包，例如面向图形用户界面设计、网络应用、数值计算、数据统计和处理、
图形图像处理、可视化等。所有重要的应用领域，都可以找到专门的程序包，大大方便了人们
用 Python 开发各领域应用软件和综合性软件的工作。
在 Python 语言和标准库的设计中特别考虑了可扩充性，提供了丰富的接口和工具，使有经
验的程序员比较容易使用其他语言，例如 C、C++、Cython（一种专门用于扩充 Python 的 C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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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工具）等编写 Python 模块，然后就可以像 Python 标准库包一样方便地使用。这种情况也使
一些大公司把 Python 用作高级的粘接语言（glue language），用一些较低级的语言实现一批性能
要求较高的完成具体工作任务的模块，而后用 Python 实现整个系统的高层控制和调度。这样做，
既能获得很好的效率，也方便修改和调整。
Python 基金会免费提供最新版本的 Python 语言系统和基本开发环境，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
地获得这个系统。该系统可以在目前各种主要计算机和软件平台上运行，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标
准程序库包和完整文档。
Python 语言有一个很活跃的国际性社团，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活动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
探讨、交流学习和使用 Python 的经验。互联网上有很多与 Python 有关的信息，有许多 Python
讨论组。这些都促进了 Python 语言的学习和传播。
从编程学习和教学的角度，Python 语言也是很好的选择，主要原因包括：
z Python 语言比较容易入门，不需要知道复杂的概念就可以开始编程序，写出的简单（或

复杂）代码可以马上执行，看到计算结果。这使初学者很容易入门，通过简单的试验开
始编程学习，立刻看到自己所写的程序产生的计算及其效果，在这样动脑动手的过程中
稳步成长，慢慢地越来越深入地理解程序的意义和编程过程。
z Python 语言的设计特别强调易读易理解的形式，采用分层次的格式来区分复杂程序中的

一层层结构。这种规定特别有助于初学者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有助于写出结构清晰、
意义明显的代码，进而学习和掌握正确的编程技术和方法。
z Python 语言机制的跨度比较大，从支持完成最简单计算的表达式开始，一直延伸到当前

最先进的编程理念，如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迭代器、数据抽象等。这种情况有利于初
学者在一个语言里逐步深入学习编程和计算，在编程中逐步学习更复杂高级的概念和结
构，取得编程经验，在编程中深入理解计算的概念和过程。
当然，Python 也不是完美的语言（完美的语言并不存在），也有些缺点。一些使用也要特别
注意。后面讨论中遇到这种问题时，会专门加以说明。
Python 的应用情况
Python 已经有了非常广泛的实际使用，国际上许多知名 IT 公司和机构以其作为主要开发语
言，如美国的 Google、Yahoo、Dropbox 等大公司，CERN（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
、NASA（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重要机构，还有大量较小的公司和机构。国内企业的应用正在发展，有
较大影响的豆瓣网就是用 Python 开发的。
此外，全世界 Python 社团一直在努力，开发了各种各样的 Python 应用和许多满足各领域
需要的通用 Python 包，这些工作也大大推动了 Python 的广泛使用。人们开发了一些 Python 的
科学计算专用扩展库。例如得到广泛使用的科学计算扩展库 NumPy（高效的数组数据处理）、
SciPy（高性能数值运算）和 matplotlib（数学绘图库）。大量面向数据处理和计算的开源软件包
也为基于 Python 的使用提供了接口（因此可以作为 Python 的库调用，支持 Python 应用开发）
。
如著名的计算机视觉库 OpenCV、三维可视化库 VTK、医学图像处理库 ITK。Python 语言与这
些扩展库结合，构成的开发环境很适合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处理实验数据、制作图表，以
及开发科学和工程计算方面的应用程序。在应用系统领域，Python 社团开发了一批支持网络应
用开发的 Python 库和其他方面的库和编程框架，这些工作和后续经验的积累，已经使 Python
成为目前使用最多的应用系统开发语言之一。
Python 正在被世界上越来越多大学用作教授第一门程序设计课程的语言，更多学校以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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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课程或选修课程。美国计算机协会会刊（CACM）2014 年 7 月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
Python“已经成为目前美国顶尖大学里最受欢迎的计算机编程入门语言。在计算机专业排名前
10 的学校里，有 8 所学校（80%）用 Python 作为编程入门语言。在计算机排名前 39 的学校里，
有 27 个学校（69%）用 Python 作为编程入门语言”。国内许多大学也纷纷开设了 Python 课程。
Python 语言参考材料
Python 软件基金会（PSF）通过其网站 python.org 提供了大量与 Python 语言和编程有关的材料。
在 PSF 提供的 Python 系统（包括 Python 解释器，也被称为 CPython 实现，详见下一节）
包含一套 Python 文档，主要内容包括：
z The Python Tutorial（Python 教程）
，其内容是 Python 语言各方面基本情况的介绍，介绍

Python 的基本规则和使用，包括一些简单的程序示例。
z The Python Language Reference（Python 语言手册）
，详细介绍 Python 语言的整体情况和

语言的各种结构。需要了解语言的细节规定时应该查阅这个手册。
z The Python Standard Library（Python 标准库手册）
，介绍 Python 的所有内置常量、内置

函数和内置类型，以及标准库中包含的一大批程序包。这些程序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特
殊功能，例如支持开发互联网应用的功能等。
z 其他内容，包括 CPython 系统的情况，典型编程问题的常见处理方式（HOWTO）
，一些

常见问题（FAQ）、术语和解释，等等。
近年来，由于 Python 语言的发展和普及，国内外都出版了一些有关 Python 语言和编程的
书籍。国外近年出版的相关书籍较多，国内出版了一些译本，也有几本国内作者撰写的书籍。
书后参考文献列出了几本，可供参考。

1.2.2

Python 系统和 IDLE 编程环境

本节简单介绍 PSF 主导开发的 CPython 系统及其附带的编程环境。对 Python 初学者而言，
只使用这个系统及其所带的程序包就足够了。目前也有一些由开源软件社团或商业软件开发商
开发的 Python 系统，以及一些功能更强大的开发环境。鉴于本书的基本设想和目标读者群，因
此不准备涉及任何超出 PSF 的 Python 系统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阅读本书之后，自己进
一步学习，不会有特别的困难。
Python 是一种高级语言，按其语法规定写出的程序通常称为 Python 源程序。一个程序也就
是一串字符（分为一些行，有一定格式要求，见后面章节）
，具有人比较容易使用、书写和阅读
的形式，但计算机不能直接执行它们，因为计算机能直接识别和执行的只是具有特定二进制形
式的机器语言程序。为了运行 Python 语言的程序，需要有一个 Python 解释器来填补 Python 源
程序和实际计算机之间的差异。PSF 提供的 Python 系统（CPython，以下说 Python 系统就专指
这个系统）的主要部分就是一个这种解释器 。1
下面以 Windows 系统中安装 Python 的情况作为例子，在其他系统里的情况类似，安装的
内容都差不多。首先需要从 PSF 网站或其他地方下载 Python 系统的安装文件，然后在所用计算
机环境中成功安装后，通常可以看到具体安装内容的快捷启动方式。Python 系统安装后，各部
分的安装位置、系统的启动方式、启动后窗口显示的情况，在不同运行环境里可能略有不同，
但有关系统在功能上没有本质性差异。
—————————
还有其他 Python 系统，在 python.org 网站有些介绍，本书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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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Python 解释器以命令行方式工作。启动这个解释器，它将在屏幕上打开一个交互式的
命令行窗口，窗口显示的情况如图 1.3 所示。在这个窗口里，解释器首先显示一些信息，说明
系统的版本号等情况。随后一行说明获得进一步信息的方式（通过 help 等命令）
。最后一行显
示符号串 >>>，称为提示符，其后可以看到一个闪动的输入光标，表示要求使用者输入信息。
在这种状态下，通过键盘输入的字符将显示在提示符之后，使用者应该在这里输入要求 Python
执行的命令（程序）
。

图 1.3 启动 Python 解释器后显示的命令行窗口

Python 解释器采用交互解释的方式工作。如果解释器得到一个完整的 Python 程序单元，它
就执行这个单元，然后输出执行的结果。Python 解释器的行为就是不断重复这几个动作的一个
工作循环，如图 1.4 所示。读者可以将这个图与前面讨论计算机的工作方式的图 1.2 比较，能看
到它们具有同样的形式。解释器的工作方式还有些细节，将
在后面介绍。
除了上述以命令行方式与使用者交互的基本 Python 解释
器外，这个 Python 系统还提供了一个名字为 IDLE 的 Python
程序开发环境，其用途就是帮助使用者更方便地输入和编辑
复杂的 Python 程序，并能随时试验运行正在开发中的程序。
执行 IDLE 时将会打开一个标准的窗口（不是前面命令行

图 1.4 Python 解释器的工作循环

形式的窗口）
。图 1.5 显示的是打开 IDLE 解释执行窗口的情况。该窗口有些像前面的命令行窗
口，IDLE 也显示提示符并等待输入。但在这个窗口里可以更方便地输入和编辑。

图 1.5 启动 IDLE 执行窗口（Shell）的情况

图 1.5 中显示的是执行了三个 Python 程序单元之后的现场情况。其中第一个程序单元的命
令（第一个提示符那一行）要求计算 1 的值，解释器给出结果 1；第二个程序单元要求计算 1 +
1，解释器给出的结果是 2；第 3 个程序单元要求计算 2 的 1000 次乘方，解释器给出了一个很
长的结果，也是一个整数，但显示在连续几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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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5 中可以看到，IDLE 窗口顶部有标准的窗口菜单条，提供了一组菜单命令。本书的
附录 D 综述了 IDLE 的功能，其中列出了 IDLE 的菜单项并给出了简单解释。正文第 2 章和第 4
章也有一些介绍。
实际上，IDLE 有两种不同执行模式，可能打开两种不同窗口。图 1.5 显示的是一种称为 Shell
的窗口，也称为命令模式窗口，支持直接输入命令要求解释器执行。IDLE 的另一种窗口是一个
很好用的 Python 程序编辑器（参见第 2 章图 2.1），提供了一套方便的输入、编辑、修改 Python
程序的功能，使人可以很方便地构建和修改所需的程序（编辑程序）
。IDLE 还能自动帮助维护
良好的 Python 代码格式，通过不同颜色强调显示程序中的不同成分。在用这个编辑器完成了一
个包含一些行的程序或其部分后，可以随时把它送给解释器运行，检查程序的功能。这个编辑
器的有关情况将在第 2 章介绍，第 4 章介绍了它的更多功能。
除了以交互式方式一个个输入命令，要求 Python 解释器执行外，也可以先编写好一个 Python
程序，而后交给 Python 解释器执行。在操作系统的命令行窗口中，键入 Python 后跟希望执行
的 Python 程序文件名，就能执行该程序了。
此外，运行 IDLE 时按 F1 功能键，也能打开 Python 系统自带的语言文档。

1.3 程序开发
在用 Python 学习编程时，自然需要了解 Python 语言，但更重要的是学习、理解和运用人
们长期程序设计工作总结出的经验，包括正确的思考问题方法、正确的程序开发方法以及一些
有益的常规做法，还要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随着学习的深入，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会变得越来
越复杂（当然，实际中的问题和解决它们的程序更复杂得多）
。比较复杂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就
能做好的，需要认真工作，也需要正确的工作方法。本书中许多地方提出了这些方面的建议，
希望引起读者的重视。
本节简单讨论程序的开发过程，包括程序的设计、实现（编程）、测试（testing）和排除错
误（简称排误，做实际工作的人们通常将其称为调试，英文词是 debugging）等方面的问题，这
些都是程序开发中必经的工作阶段。对初学者而言，因为缺乏程序设计实践，下面讲到的一些
情况，初读起来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但是这些问题确实应该说明，因此放在这里集中讨论。希
望读者在学习了本书中的若干章节，做了一些程序后再回来重读这些说明，有可能更好地理解
这里的讨论及其重要意义。

1.3.1

程序开发过程

用计算机和 Python 语言解决问题的过程如图 1.6 所示，其中包含一系列的步骤，用矩形块
表示，开发过程的主线用宽箭头表示，其他实线和虚线箭头表示在一些情况下的工作转移，说
明在这种工作过程中可能有反复。下面是一些说明：
1）分析，严格化：需要用计算机解决的问题来自实际，即使是一道习题，一般也是用自然
语言说明的。编程工作的第一步是把问题弄清楚，确定到底需要做什么。
2）设计：根据问题的清晰描述，设法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解决方案）。
3）编程：采用某种编程语言（本书中用的是 Python）写出解决问题的程序（代码）。我们
可以用普通文本编辑器或者专门的程序开发环境编写程序。在下面讨论 Python 编程时，考虑的
是用 Python 系统自带的编程环境 I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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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程序开发过程

4）检查（检查源程序）
：人工检查和/或用语言系统检查。发现错误时需要设法确定错误根
源，然后予以更正。实际上，编程和人工检查经常交替进行或同时进行。开发出一段 Python 程
序后，人们就会把它送给解释器检查。此外，检查中发现的错误也不一定是简单的编程错误，
有可能是前面的分析或者设计有错，发现这种情况时就需要回到前面阶段。通过了 Python 解释
器检查的程序就可以运行了。
5）测试/调试：以适当方式运行程序，送给它适当的数据，让它工作。通过这种试验运行
检查程序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产生的效果或者结果是否满足需要。发现错误后应设法确定错
误根源，回到前面步骤修改设计或程序等。
重复进行上述过程，有时可能要回到问题分析、方法设计步骤。经过反复测试，直到确信
程序正确为止。下一小节将专门讨论与程序错误有关的情况。

1.3.2

程序错误

人很容易犯错误，做复杂的事情时经常出错。做一道复杂数学题、写一篇长文时，很难保
证其中没有写错的文字或描述。程序可能很复杂，开发程序的过程可能很长（参见图 1.6）。另
一方面，写出的程序是一段静态的符号文本，其意义要通过在计算机上执行而体现。程序的静
态文本与动态执行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把握，编程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理解程序的意
义。综合上面各方面的因素，归结到一句话：编写程序的过程中出错的情况很常见，因此，纠
错是编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项重要活动。
有关排除程序错误的术语是 Debugging，关于它还有一个传说：在计算机发展早期的某一
天，一台计算机出了故障。人们仔细检查，发现计算机里有一个被电流烧焦的小虫（bug），由
此造成电路短路，小虫是这次故障的祸根。此后检查排除计算机故障的工作就被称为 Debugging，
也就是“找虫子”。后来人们也这样称呼检查程序错误的工作。
实际上，对于编程而言，这个词并不贴切。在程序里出现的错误都是编程序者自己在工作
中犯的错误，没有其他客观原因，也没有虫子之类的东西在捣乱。开始学习程序设计就应该牢
记这个情况：所谓排除程序里的错误，也就是排除自己在编程中犯下的错误，排除自己写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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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里的错误。初学者遇到自己的程序出错时，常倾向于认为是系统或计算机有问题，常常会说
“我的程序绝对没错，一定是……”。而有经验的程序员都知道，如果自己的程序出了错，基本
上可以肯定是自己的错，自己的责任。
程序错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程序的书写形式在某些方面不符合语言要求。语言系统
在处理程序时可以检查出这类错误。另一类是程序的书写形式没错，可以正常执行。但是可能
在执行中报告运行错误；或者程序的执行能正常完成，但产生的结果（或执行效果）不符合需
要。所谓排除程序的错误，就是要消除这两类错误。
下面讨论特别针对用 CPython 和 IDLE 开发 Python 程序的情况。使用其他工具开发 Python
程序的情况类似，有些工具在编辑程序时就能及时发现一些错误。但无论如何，可能出现错误
的情况和如何检查排除的道理方面没什么不同。
检查程序可能发现的错误
IDLE 编辑器的 Run 菜单之下有一个 Check Module 命令，用于检查正在编辑的程序。此外，
要求 Python 运行程序时，解释器也会先检查这个程序。检查过程中可能发现一些错误，这时解
释器的处理立刻停止，产生一些出错信息，并在源程序中标出发现错误的位置。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就应该仔细阅读这些错误信息，检查解释器指定的位置附近的源程序代码，找到真正错误
原因并予以排除，然后再继续工作下去。
Python 解释器在检查中能发现的错误主要有两类：
1）语法错误（错误名为 SyntaxError）：即程序中某些部分的内容或结构不符合 Python 语言
的基本语法要求。错误的原因如缺少必要的符号（常见的如缺少冒号），几个字符构成的关键组
合符号拼写不正确，使用的名字不符合 Python 基本要求等。
2）程序格式错误（IndentationError，TabError）：Python 对程序的编排有特殊要求，如一些
代码行需要相互对齐，不能交替使用空格和制表符（制表符用键盘 Tab 键输入）。在程序格式方
面，IDLE 和其他专门支持 Python 程序开发的软件开发环境都能提供很多帮助，它们能自动处
理 Python 程序中的格式。如果用普通的文本编辑器写 Python 程序，或者自己在程序里随便加
空格，就可能造成这类错误。
解释器的工作方式是按照程序文本的描述，一个个字符地顺序检查 Python 程序，如果检查
到某一点确定了程序有错，就把这一点标记为发现错误的位置。源程序里的实际错误有可能出
现在解释器标出的位置，也可能出现在这个位置之前。看到解释器的错误报告后，我们应当从
指明的位置开始向前检查，设法确定错误原因。有些错误可能在实际出现以后很久才被解释器
发现，也就是说，实际错误可能出现在解释器所指位置之前很远的地方。一般而言，这类错误
都比较容易确认和更正。
程序运行中发现的错误
一旦程序通过了检查，我们就可以用 Python 解释器去运行它。在 Python 程序的运行中可
能出现几类不同的错误，需要设法解决：
1）程序的运行突然停止，解释器报告运行中出错。这种错误称为动态运行错误，说明运行
中出现非正常情况，导致某些操作无法完成。算术运算中遇到除数为 0 的情况就是一例。可能
导致程序以非正常方式终止的错误很多，后面章节中有些介绍。
2）程序执行中不报告错误，但也一直不结束，或是长时间没有任何反应，或是反复地输出
一些类似信息。这些现象说明程序执行有可能进入了死循环，也就是说，永无休止地重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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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代码。当然，长时间无反应未必说明程序进入死循环。如果一个程序要求输入，它也会进
入等待状态，直到人输入信息后才继续。另一方面，有的程序确实需要运行很长时间。程序是
否真正进入死循环，还需要仔细分析和判断。在 IDLE 里，可以通过 Ctrl-C 组合功能键强制结
束当前正在执行的程序。
3）程序能执行到结束，但得到的结果不正确，或程序执行中产生的效果不符合需要。这说
明程序有语义错误，或称逻辑错误，说明程序编错了。这种错误的根源更复杂，可能是做问题分
析工作时没有看清情况，也可能是算法设计不对，或者是编程中有意无意引进的错误，例如写错
了变量名字等。这类错误是最难确认更正的，下面有些讨论，后面章节里还有进一步的说明。
当然，Python 系统和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也是程序，虽然经过仔细测试和长期使用，也不
能保证其内部绝对没有错误。如果在运行一个 Python 程序时解释器突然崩溃，或者整个计算机
死机，那就有可能是 Python 系统或计算机操作系统的问题，需要找更专业的人士来解决。但这
类情况极罕见。一般而言，程序运行中出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程序有错，需要设法排除错误，
这是程序开发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排除程序错误
解释器检查阶段可能发现的错误通常比较简单，容易找到根源并更正。本小节主要关注如
何解决在程序的试验运行中发现的错误。显然，这时的工作就是设法弄清错误原因，找到实际
包含错误的代码并更正之。
发现错误后，首先应该人工地做一些分析工作：弄清错误的表现，根据发现的情况分析造
成错误的各种可能，仔细分析输入数据和得到的结果，分析可能出错的程序片段，仔细阅读这
些片段，分析其可能行为，逐步排除疑点。通过这种人工工作，在很多情况下都能最终定位有
错误的程序代码，下面的工作就是设法纠正错误。如果确认出错的只是程序代码，就应该仔细
考虑如何修改代码，排除错误。如果最后发现问题的根源是在编程之前的工作步骤，就需要转
回到那里去设法解决问题。
即使直接的人工检查不能发现错误，也常常会发现程序中的一些疑点。在这种情况下，就
应该选择一些特殊的数据做进一步试验，设法确认自己的认识，缩小错误范围。进而设法找到
导致错误的最简单数据。修改出错的程序后再重新试验运行。经过一系列试验和仔细分析，程
序中较为简单的错误都可能得到确认。
如果直接分析各种可见的现象后仍不能确定错误的原因，就需要采用各种动态检查技术。
动态检查的基本方法是检查程序执行的过程和中间状态，最常用的方式是在程序里有疑问的位
置插入一些输出语句，让程序在执行中输出一些变量的值。通过检查某些关键性变量的变化情
况，常常可以发现导致程序错误的线索。
Python 系统的 IDLE 与所有功能较强的程序开发环境一样，为动态检查程序提供了很好的
支持。我们可以在 IDLE 里以调试方式执行程序，这时可用的主要功能包括追踪、监视、设置
断点、中断执行等。这里先对有关概念做一点简单介绍：
z 追踪：以常规方式执行程序时，程序启动后将一直运行到结束（执行完成而终止，或被

强行终止）
，或者进入死循环。对程序进行追踪，则是以受控方式执行它。例如，可以要
求一个个地执行程序里的语句（单步执行）
，或者要求程序执行中暂停在某个特定位置（中
断执行）等。在受控执行中，可以很方便地检查程序执行的中间状态，以及在执行过程
中一些变量的变化情况，有助于发现程序里的问题。
z 设置断点：在启动追踪前标出程序里的一些位置，要求程序执行到达这些位置时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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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检查。这样可以很方便地检查当时执行现场的各种情况（变量的值）
。程序在断点暂
停后，可以命令其继续执行或者结束。
z 中断执行：当发现（或认为）程序进入非正常状态，或在程序执行中需要检查中间状态

时，可以通过中断命令中断程序执行，让程序停在当时的执行点，但仍处于执行状态，
以便检查。使用 IDLE 时，可以用 Ctrl-C 中断程序执行。
第 4 章将介绍 IDLE 支持程序调试的功能。
IDLE 这类支持编程的工具被称为集成开发环境（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简
记为 IDE），它们集成了辅助编程、运行、测试和调试程序的多方面功能，可以为编程提供很多
帮助。在学习编程时，也应该学习和掌握这类工具。不同 IDE 可能各有特点，但在对程序开发
和调试的支持方面差别不大，掌握一个就可以触类旁通。
当然，再好的 IDE 也只是工具。如果能熟练使用，有利于帮助我们发现程序错误的线索，
但确认和改正错误，还必须靠人自己动脑动手。IDE 虽然可以使编程工作更方便，但它不会改
变编程工作的实质。也应该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好的 IDE 不能造就优秀的程序工作者。现在的
IDE 越来越强大，但很多人用它们编出的程序质量却很差。所以，编好程序的最基本因素仍然
是人，不是更好的工具。
要编好程序，最重要的还是要理解这一工作中的规律性，建立良好的编程习惯，采用正确
的工作方法，积累程序设计的经验。这些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程序不是代码的堆积，
编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程序的设计和组织，程序越大，这方面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就越明
显。良好编写的程序，不仅更容易做正确，发现了错误也更容易定位，容易修改和维护，容易
升级改造。本书后面将通过讨论和例子反复强调这一问题。
关于测试，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荷兰计算机科学家 Dijkstra（图灵奖获得者）有一句名言：
测试可以发现一个程序里有错误，但是不能确认其中没有错误。一个程序是否正确，是一个非
常深刻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既有许多理论研究，也有许多实际的方法研究。在进入程序设
计这个世界之前，请大家首先记住这一点。

1.3.3

从问题到程序

选择了 Python 作为程序语言，应该如何着手编写程序呢？程序设计是一种智力劳动，编程
序就是以计算的方式解决问题。初学编程时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类似于一道数学或物理应用
题，当然要做的是编程，要求完成一个符合题目要求的程序。
一般说，用编程方式解决问题的过程可以分为三步（请重看图 1.6）：第一步是分析问题，
设计一种解决方案；第二步是用程序语言严格描述这个解决方案；第三步是在计算机上试用这
个程序，看它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如果发现错误，就需要分析错误原因，弄清问题后回到前
面步骤去纠正错误。
工作的第一步与在其他领域里解决问题类似，只是考虑问题的基础不同。做程序设计时需
要从计算和程序的观点出发，这里有许多新问题，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第二步和第三步是
编程的特殊问题。语言中各种结构有明确定义的功能，把头脑中形成的解决方案变为程序，往
往也不是直截了当的，需要仔细考虑和规划。进一步说，用符合语言规定的结构和形式写出程
序，也有不少工作要做，这个过程中也可能犯错误。前面关于程序中的可能错误与排除的讨论，
主要关注第二步和第三步之间的小循环，这方面有许多新东西需要学习。如果测试中发现是问
题的解决方案本身有错误，就需要回到第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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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程领域，在解决小问题与解决大问题之间，为完成课程练习而写程序，与为解决实际
问题而写程序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在开发实际程序或软件系统时，前期工作的比重将大大增
加：首先需要把问题分析清楚，弄明白到底要做什么。本书中讨论的，并通过实例反复展示的
理论、技术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复杂软件的开发过程。
程序的分解和抽象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同样一个程序有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描述。这里还用日常生活中
的程序性活动作为例子，考虑前面学生早晨的活动过程。例如 1.1.2 节中的活动描述提到刷牙，
那里只用一个词描述这个动作。但如果仔细想想，刷牙也是一个复杂过程，可以进一步将其分
解为取杯子、装水、取牙刷、挤牙膏、漱口、刷牙、清洗牙齿等一系列细节动作。如果需要，
还可以进一步将上述每个动作分解为一系列的肌肉动作。
最终的程序细节需要分解到哪个层次，依赖于编程语言提供的基本功能。但另一方面，程
序的描述方式也要照顾到人的需要。复杂的程序可能包含许多功能，直接在语言的基本层面上
描述层次太低，程序的意义很难把握，很难保证实现所预想的功能，也难修改程序去满足新需
要，就像看到列出极长的一系列有关肌肉伸缩动作的描述，很难理解这个人做的是刷牙动作一
样。因此，在开发复杂程序时，应该采用高层次的描述，把程序功能在各层次上逐步分解。随
着程序变得越来越复杂，其组织结构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还是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对于学生早上起床后的活动，我们首先应该在很高的层
次上描述，就像前面所给出的：
1. 起床
2. 刷牙
3. 洗脸
4. 吃早饭
5. 去教室上课
这个描述把一个复杂程序分解为若干相对简单的部分。如果需要进一步细化，那就降到下一层
次，把一个高层动作分解为一系列相对低层的基本动作。例如，高层的“吃早饭”动作有可能
进一步分解为下面的动作序列：
5.1 拿饭卡
5.2 去食堂
5.3 排队买饭
5.4 吃早饭
5.5 结束和清理
5.6 离开食堂
必要时再做进一步分解。例如将“排队买饭”分解为“排队、选饭、选菜、付款”等。在这种
分解过程中，应该保留已有的抽象层描述。这种层次结构有助于理解程序的全局和细节，帮助
发现程序错误，使其易于根据需要修改。例如，假设学校食堂改为快餐店，由于整个程序已分
解为一些独立的步骤，修改起来也会容易一些。
为计算机编程序也需要这种工作方式，编程者需要从问题的需求出发，从高层开始设计程
序，然后逐步分解程序功能。分解到一定细节程度后，就可以用编程语言的已有结构直接描述
了。这是分析和构造程序的正确方法。后面将仔细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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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对应的，编程语言也应该为程序的分层构造提供支持。参考前面的讨论，作为用于写
程序的编程语言，必须包含下面两方面的基本构成要素：
1）需要有一组基本操作，作为复杂计算活动的实现基础。机器和汇编语言里的基本操作就
是各种基本指令，高级语言也提供了一组基本操作。
2）需要一套描述计算的流程如何进行的组合机制。机器和汇编语言里的基本机制是顺序执
行，以及完成有条件转移或无条件转移的专门指令。高级语言也需要提供一套用于组合简单计
算，构造出任意复杂的计算描述的结构。
从理论上说，上面两类要素的组合足以构造出任意复杂的程序。但从实践的角度看，只有
它们，实际开发者很难（或说几乎不可能）写出很复杂的程序。为了支持复杂程序的开发，语
言中需要第三类机制：抽象机制，其直接作用就是把一些复杂的功能包装成为一个整体，用于
支持程序的分层次构造。Python 为此提供了计算过程的抽象机制和数据抽象机制，有关细节将
在后面章节里仔细讨论。
编程能力
本书及相关课程涉及多方面的能力锻炼，包括知识记忆和灵活运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
具体处理方法和技巧，实际工作和操作技能。下面列举几个重要方面：
1）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是从计算和程序的角度分析问题的能力。需要学会从问题出发，
通过逐步分析和分解，把原问题转化为能用计算机通过程序方式解决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设计
出解决方案。这方面的深入没有止境。各个领域的问题都需要用计算机解决，参与者既需要熟
悉计算机，也需要熟悉专业领域。将来的世界特别需要这种兼容并包的人才。虽然教科书里的
问题很简单，但它们也是通向复杂问题的桥梁。
2）掌握所用的程序语言 Python。语言是编程的基本工具，要写好程序，必须熟悉所用的
语言，熟悉其中的各种结构，它们的形式和意义。应该注意，熟悉语言绝不是背诵定义，这里
说的熟悉只有在程序设计的实践中才能完成。就像只是上课和在岸上比划，做的再多也不能学
会游泳一样，只是看书、读程序、抄程序不可能真正学会写程序。学习编程，必须反复地亲身
实践从问题到程序的整个过程，动脑筋想办法，处理遇到的各种情况。如前所述，目前人们常
用于软件开发的编程语言不止 Python 一种。但各种语言有很多共性，学习了一种之后可以作为
参照。另一方面，在用一种语言学习编程的过程中积累的一般性知识和经验，在用任何语言开
发程序时都可以参考。
3）学会写程序。虽然写过程序的人很多，但会写程序、能写出好程序的人就少得多了。经
过多年程序实践，人们对“好程序”有了许多共识。例如，解决同样问题的程序越简单越好。
这里可能有计算方法的选择问题，有语言的使用问题。除了程序正确外，人们也特别关注程序
是否结构良好，是否清晰，易阅读和理解，条件或要求改变时是否容易修改去满足新需要等。
后面将反复提到这些问题。
4）检查程序错误的能力。初步写出的程序经常包含一些错误。虽然解释器能帮助查出其中
一些，并通告发现错误的位置，但确认实际错误和实际位置，弄清应该如何改正，永远是编程
序的人自己的事情。对系统报告的运行错误，死循环或逻辑错误等的认定，更要依靠人的能力。
这种能力也需要在学习中培养和锻炼。
5）熟悉所用工具和环境。程序设计要用一些编程工具，要在具体的计算机环境中进行，熟
悉工具和环境也是这个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本书建议用 IDLE 做程序实习，熟悉这个环境
的使用也很重要，可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不同的编程工具之间也有很多共性，学习了一种工
具，对理解掌握其他工具也将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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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各章将逐步展开有关计算和程序设计的讨论：从最简单的计算问题、最简单的数据描
述和简单表达式开始，讨论在 Python 中写简单程序的情况。而后讨论程序的基本流程结构，以
及如何用这些结构解决更复杂一些的计算问题。然后介绍程序的组织和抽象，以及 Python 语言
为计算抽象提供的基本机制——函数，还要介绍 Python 程序的基本结构和一些内在的道理。随
后的讨论将转向数据的组织，介绍 Python 的各种数据组织功能。在复杂的计算中，需要处理的
数据也更加复杂多样，需要采用适当的方式将它们组织起来。Python 语言为数据组织提供了一
套标准功能，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自己定义数据的组织方式。在讨论面向对象的第 7 章里，
将仔细讨论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和应用技术。本书最后部分还将讨论一些更具体的而且也很重要
的编程领域和问题。

练习
一般练习
1. 复习下面基本概念：程序，基本动作，计算，计算机，图灵机，图灵-丘奇论题，通用图灵
机，程序的执行，机器语言，汇编语言，高级语言，Fortran，编程语言（程序语言、程序设
计语言），编译和解释，Python 语言，Python 程序，程序的格式，程序执行，源程序，解释
器，IDLE，集成式程序开发环境（IDE），程序测试，程序排误，出错信息，语法错误，动
态运行错误，死循环，语义错误，追踪，监视，断点，中断执行。
2. 请参考正文中有关整数加法的描述方式，用自然语言尽可能严格地描述完成多位数乘法的计
算过程。
3. 设法找一找有关程序语言发展的书籍或者文章，或者计算机辞典的有关条目，读一读，了解
程序语言的历史、发展、现状等方面的情况。
4. Python 的官方网站的网址是什么？
5. 在网上搜索上面的一些术语，阅读相关网页中的材料。特别是有关图灵机、计算、计算机、
高级语言、Python 语言等。
6. 请考虑你周围的世界，列举出与你的生活关系最密切的 10 个计算机应用。
7. 你认为哪些计算机应用最重要？请列举出你认为最重要的 3 种计算机应用，并论述其重要
性，说明你为什么认为它们最重要。
与编程有关的练习
1. 在互联网上浏览 python.org，下载最新的 Python 3.x 系统，安装并启动运行。
2. 启动 Python 解释器后输入 help，解释器会输出一些信息，说明 help 应该怎么用。输入
help(help)，解释器将输出有关 help 的详细介绍。请阅读其内容。
3. 输入 help(print)，看看能得到什么输出，阅读解释器输出的内容。
4. 参考正文中的示例，输入两个最简单算术表达式，观察系统的运行情况。
5. 将 Python 解释器当作计算器，试着输入一些你认为有趣的算术表达式，看 Python 解释器的
反应。如果没得到预期结果，看看得到了什么，想想为什么。
6. 在正常完成了计算的算术表达式中随便做些修改，或者写一个包含除 0 的表达式，或者胡乱
写出的一些不合规矩的东西，看看哪些情况下系统会报告错误。阅读系统给出的错误信息，
对照自己引进的错误设法理解这种错误报告。
7. 阅读 Python 系统自带教程，试验其中的几个示例，看看效果是否与教程中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