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JavaScr ip t 速览

进入JavaScript的世界
水里可舒服了，赶快下来吧！
我们就要出发去研究JavaScript，
编写并运行一些代码，看看它们如
何与浏览器交互！不久后你就能动
手编写代码了。

JavaScript赋予你强大的力量。JavaScript是一款纯正的Web编程语言，让
你能够给网页添加行为。有了JavaScript，你就能够与用户互动，响应有趣的事
件，从网上收集数据并将其用于网页中，在网页中绘制图形等。网页不再是枯
燥、乏味、静态的——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掌握JavaScript后，你还能够
赋予网页全新的行为。
你也不会只是一个人在战斗。JavaScript是最流行的编程语言之一，所有现代浏
览器（和大多数古老的浏览器）都支持它；其外沿在不断延伸，正逐渐被嵌入
除浏览器外的其他众多环境中。话不多讲，咱们现在就动手吧！

这是新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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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的工作原理

JavaScr ip t 的工作原理
如果你习惯于在网页中添加结构、内容、布局和样式，现在也该添加一些
行为了！这年头，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的网页已经没有市场。要给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网页必须是动态、交互性的，并以新颖的方式与用户互动；
这正是JavaScript的用武之地。下面先来看看JavaScript在网页生态系统中
所处的位置。

HTML

CSS

你已经知道，我们使用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你还知道，我们使用CSS（Cascading

超文本标记语言）来指定网 页
的内容和结构（如段落、标题

网页的外观：颜色、字体、边框、边

Style Sheets，层叠样式表）来指定

浏览器

距和网页的布局。CSS用于指定样
式，这是以独立于网页结构的方式实

和区块）。

现的。

JavaScript是HTML和CSS负责计算的兄弟，下面简要地
介绍一下它。JavaScript让你能够在网页中添加行为。

JS

要在用户单击On Sale for the next 30 seconds!按钮时
做出响应吗？要即时地检查用户的表单输入吗？要从
Twitter提取并显示消息吗？要在网页中运行游戏吗？
求助于JavaScript吧。JavaScript让你能够在网页中进行
编程，从而实现计算、响应、绘画、通信、提醒、变
更、更新、修改等动态功能。这些都是JavaScript的用
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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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编写 JavaScr ip t
JavaScript在编程领域独树一帜。使用典型的编程语言时，你必须先
编写代码，再编译、链接和部署。JavaScript则灵活多变得多。使用
JavaScript时，你只需直接在网页中编写代码，再在浏览器中加载网
页，浏览器就会愉快地执行你编写的代码。下面更深入地探索其中
的工作原理。

CSS

标记

<html>
<head>
<title>Icecream</title>
<script>
var x = 49;
</script>
<body>
<h1>Icecream Flavors</h1>
<h2><em>49 flavors</em></h2>
<p>All your favorite
flavors!</p>
</body>
</html>

浏览器

浏览器

编写

加载

执行

1

2

3

你像往常那样创建网页：使

与往常一样，在浏览器中输

在网页中遇到JavaScript代

用HTML指定内容，使用CSS

入网页的地址。浏览器遇到

码后，浏览器立即执行它

指定样式，同时在网页中添

JavaScript代码后，将立即

们，并在网页的整个生命周

加JavaScript代码。稍后你

对其进行分析，为执行做好

期内不断地执行。不同于早

将看到，与CSS一样，可将

准备。与HTML和CSS一样，

期的JavaScript版本，当今

JavaScript放在网页中，也

发现JavaScript代码存在错

的JavaScript使用了高级编

可将其放在独立的文件中，

误时，浏览器会尽力继续读

译技术，其动力强劲，执行

并在网页中包含该文件。

取后面的JavaScript、HTML

代码的速度几乎能够与原生

和CSS，尽可能避免无法向

编程语言媲美。

用户显示网页的情况发生。

稍后将讨论哪种做法最
合适。

浏览器还会创建HTML页面的
对象模型，可供
JavaScript使用。这将在后
面更详细地介绍，
现在请将其暂时抛在脑后。

html
head

title

body
script

h1

h2

p

em

你现在的位置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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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JavaScript代码加入网页

如何将JavaScript代码加入网页
重要的事情先说。如果不知道如何将JavaScript代码加入网页，你在
JavaScript的道路上就走不了多远。如何加入呢？当然是使用 <script>
元素！
下面来看一个枯燥而平凡的网页，并使用<script>元素添加一些动态
行为。请不要过度关注我们将添加的<script>元素的细节，你当前的
目标是运行一些JavaScript代码。

这是标准的HTML5 doctype
以及<html>和<head>元素。
<!doctype html>

这个页面的<body>元素也相当普通。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Just a Generic Page</title>

在这个网页的<head>元素中，
我们添加了一个<script>元素。

<script>
setTimeout(wakeUpUser, 5000);
function wakeUpUser() {
alert("Are you going to stare at this boring page forever?");
}
</script>

在<script>元素中，我们编
写了一些JavaScript代码。

</head>
<body>

再说一遍，不要过度关注这些代码的功能。
但我敢打赌，你肯定会浏览这些代码，并
猜测各个部分的功能。

<h1>Just a generic heading</h1>
<p>Not a lot to read about here. I'm just an obligatory paragraph living in
an example in a JavaScript book.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make my life more
exciting.</p>
</body>
</html>

试驾
将这个网页的内容输入到一个名为behavior.html的文件中，将其拖
放到浏览器中（或选择菜单“文件”>“打开”），以加载它。其
中的JavaScript代码有何功能呢？你需要等待5秒钟才能知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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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
心情

一定要放松心情。我们并不要求你现在就对JavaScript了如指掌。事实上，我们只想让你
感受一下JavaScript是什么样的。
话虽如此，你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因为我们想让你热热身，让大脑活跃起来。还想着
前一页的代码？下面就来猜猜它们是做什么的：

：
0毫秒 = 1秒。
可能是一种数5秒的方式？ 提示 100

创建可重用
的代 码并 将这
些代 码命 名为
wakeUpUser？

setTimeout(wakeUpUser, 5000);
function wakeUpUser() {
alert("Are you going to stare at this boring page forever?");
}

显然是一种使用消息提醒用户的方式。

世上没有

愚蠢的问题

问: 我听说JavaScript是一款无用的语言，是这样的吗？ 问 : 我的朋友在Photoshop中使用JavaScript，至少他
是这样说的。这可能吗？
答 : 刚面世时，JavaScript的动力肯定谈不上有多强
劲，但随后其对Web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此很多人（包 答 : 完全可能。作为一种通用的脚本语言，JavaScript的
括行业中一些最优秀的人才）都为改善JavaScript的性能
做出了努力。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即便是在速度变得超快
前，JavaScript也是一款非常杰出的语言。你将看到，我们
会使用它来实现一些非常强大的功能。

使用范围不再局限于浏览器，还用于从图形工具到音乐应
用程序的众多应用程序中，甚至用于服务器端编程。通过
学习JavaScript，你的付出在未来很可能在除网页外的其他
领域得到回报。

问: JavaScript与Java有关系吗？
问 : 你说很多其他语言都是编译型的。这到底是什么意
思呢？为何JavaScript不是编译型的？
答 : 除名字外毫无关系。JavaScript推出时，Java已经是
炙手可热的流行语言，为搭上Java这辆顺风车，JavaScript 答 : 使用C、C++或Java等传统编程语言时，执行代码前
的发明者在其名称中包含了Java。这两种语言都借鉴了C等
编程语言的一些语法，但除此之外，它们有天壤之别。

必须进行编译。编译是将代码转换为适合计算机的表示方
式，通常可改善运行阶段性能。脚本语言通常是解释型的，
这意味着浏览器执行它遇到的每行JavaScript代码。脚本语
使用JavaScript是创建动态网页的最佳方式吗？诸 言不那么看重运行阶段性能，而更强调灵活性，因此更适
如Flash等解决方案怎么样？
合用于完成原型开发和交互式编码等任务。JavaScript最初
是解释型的，因此多年来其性能始终不那么高。然而，还
Flash一度是很多人开发交互式网页和动态网页的首 有一条中间路线，即可对解释型语言进行即时编译，这正
选，但行业的发展天平正日益倾向于HTML5和JavaScript。 是浏览器厂商对现代JavaScript采取的做法。事实上，现在
HTML5推出后，JavaScript已成为标准的Web脚本语言。很 使用JavaScript既可获得脚本语言的便利性，又可享受编译
多人都在努力改善JavaScript的性能和效率，以及开发扩展 型语言的性能。顺便说一句，本书将使用术语解释、评估
浏览器功能的JavaScript API。
和执行，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们的含义存在细微的差别，
但在本书中，它们基本上是一回事。

问: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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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历史

JavaScript，你进步不小

JavaScript 1.0

JavaScript 1.3

JavaScript 1.8.5

Netscape是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浏

从1996年到2000年，JavaScript逐

JavaScript终于成熟起来，获得了专

览器公司，它面世时你可能还没有

渐成熟起来了。实际上，Netscape

业开发人员们的尊敬！你可能会说，

出生。20世纪90年代中期，浏览器

提交了对JavaScript进行标准化的

这都是拜强大的标准（比如当前所

领域的竞争异常惨烈，与微软的竞

申请，ECMAScript由此诞生。从

有现代浏览器都遵循的ECMAScript

争尤其如此，因此给浏览器添加激

未听说过ECMAScript？没关系，

5）所赐，但实际上JavaScript得

动人心的新功能成了重中之重。

你现在听说过了；你只需知道它

以用于专业领域，都是Google推

是所有JavaScript实现（无论是浏

动的结果。2005年，Google发布

览器还是其他环境中）的标准语言

了Google Maps，向全世界展示了

为此，Netscape想推出一款脚本语
言，让任何人都能够在网页中添
加脚本。LiveScript应运而生，这

JavaScript在创建动态网页方面的

定义。

强大威力。

是一款为迅速满足上述需求而

在此期间，受浏览器之战的影响，

开发的语言。你可能从未听说过

开发人员使用JavaScript时依然举

LiveScript，这是因为当时Sun公

步维艰，因为不同浏览器之间存在

点，很多杰出的编程语言人员致力

司推出了Java，其股票的价格一

众多的差别，但几乎在所有情况

于改善JavaScript解释器，极大地

飞冲天。为搭上Java成功的顺风

下，JavaScript都成了不二的选择。

改善了其运行阶段性能。与面世

车，Netscape将LiveScript改名为

与此同时，JavaScript和JScript之

之初相比，现今的JavaScript变化

JavaScript。虽然JavaScript和Java

间虽然存在细微的差别，让开发人

不大；它急匆匆地来到这个世界，

员头痛不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却是一款功能和表现力强大的语

这两种语言变得越来越像。

言。

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谁在乎呢？
微软有什么反应呢？它紧跟着
Netscape推出了自己的脚本语言

彼时JavaScript还未摆脱业余语言

JScript，这种语言与JavaScript很

的名声，但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

像。浏览器之战就此爆发。

化。

199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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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编写
JavaScript多容易

var price = 28.99;

你虽然还不熟悉JavaScript，但肯定能够对一些JavaScript代
码的作用猜个八九不离十。请看下面的每行代码，你能猜出
它们的作用吗？请在下面写出你的答案。我们指出了第一行
代码的功能。如果你猜不出来，请参阅下一页的答案。

创建一个名为price的变量，并将28.99赋给它

var discount = 10;
var total =
price - (price * (discount / 100));
if (total > 25) {
freeShipping();
}

var count = 10;
while (count > 0) {
juggle();
count = count - 1;
}

var dog = {name: "Rover", weight: 35};
if (dog.weight > 30) {
alert("WOOF WOOF");
} else {
alert("woof woof");
}

var circleRadius = 20;
var circleArea =
Math.PI * (circleRadius * circleRadius);

你现在的位置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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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练习答案

你看看，编写
JavaScript多容易

你虽然还不熟悉JavaScript，但肯定能够对一些
JavaScript代码的作用猜个八九不离十。请看下面的每行
代码，你能猜出它们的作用吗？请在下面写出你的答案。
我们指出了第一行代码的功能。下面就是给出的答案。

var price = 28.99;

创建一个名为price的变量，并将28.99赋给它

var discount = 10;

创建一个名为discount的变量，并将10赋给它

var total =
price - (price * (discount / 100));

根据折扣计算新的价格，并将其赋给变量total

if (total > 25) {
freeShipping();
}

var count = 10;
while (count > 0) {

if语句到此结束
创建一个名为count的变量，并将10赋给它
只要变量count大于0，
就变变戏法，

count = count - 1;

并将count的值减1

}

while循环到此结束

var dog = {name: "Rover", weight: 35};

创建一个包含名字和体重的dog对象

alert("WOOF WOOF");
} else {
alert("woof woof");

如果该dog对象的体重大于30，
就在网页中显示WOOF WOOF
否则，
就在网页中显示woof woof

}

if/else语句到此结束

var circleRadius = 20;

创建一个名为circleRadius的变量，并将20赋给它

var circleArea =

创建一个名为circleArea的变量，

Math.PI * (circleRadius * circleRadius);

hfjsp_ch01.indd 8

就使用freeShipping执行相应的操作

juggle();

if (dog.weight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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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变量total的值与25进行比较。如果它大于25，

并将这个表达式的结果（1256.6370614359173）赋给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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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想只是创建一些静
态的网页，就必须使用
JavaScript。

确实如此。
使用HTML和CSS，可创建一些漂亮的网页，但熟悉JavaScript后，就可以创
建其他类型的网页了。实际上，你甚至可以将网页视为应用程序（甚至是一
种体验），而不仅仅是网页。
你可能会说：“我知道，确实如此。不然我为什么会阅读这本书呢？”实际

这通常还能
获得更高的
薪水！

上，我们是想借此机会谈谈如何学习JavaScript。如果你使用过编程语言或脚
本语言，肯定大致知道即将面临的困难。如果你以前主要使用的是HTML和
CSS，就必须明白编程语言的一些截然不同之处。
使用HTML和CSS时，你做的主要工作都是声明型的，例如指出一些文本为
段落，或指出属于sale类的元素都为红色。使用JavaScript时，则要给网页
添加行为，为此需要对计算进行描述。你需要知道如何描述类似于下面的事
情：对所有的正确答案求和，以计算用户的得分；用户单击按钮时，播放表
示获胜的声音；取回我最近发布的消息，并将其放到这个网页中。
为此，需要使用与HTML和CSS截然不同的语言。下面就来看看如何使用这
种语言。

你现在的位置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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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语句

如何编写语句
创建HTML时，你通常对文本进行标记，以指定其结构。为此，要给文本添
加元素、特性和值。

我们使用HTM
L对文本进行标记，
以
指 定 其 结 构。 例
如， 我 需 要 一 个
名为
Mocha Caffe Latt
e的大标题，它是一
种
饮料的标题。接下
来，我需要一个段
落。

<h1 class="drink">Mocha Caffe Latte</h1>
<p>Espresso, steamed milk and chocolate syrup,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p>

CSS稍微有点不同。使用CSS时，你编写一系列规则，其中每条规则都指定
了网页中的元素及其样式。

h1.drink {
color: brown;

则
使用CS S 时 ，我们编 写规 则 ，这些规
将
）指定要
和P
k
（如h1.drin
使用 选择 器
。
分
些部
的哪
样式应用于HTML
将所有饮料的标题都显示为棕色。

}
p {
所有段落都使用sans-serif字体。

font-family: sans-serif;
}

使用JavaScript时，你编写语句。每条语句都指定了计算的一小部分，而所有
语句一起给网页添加行为。

一系列语句。

每条语句都做一点点工作，
如声明用于存储值的变量。

var age = 25;
var name = "Owen";
if (age > 14) {

这里创建了两个变量，它们分
别包含年龄25和值Owen。
有些语句作决策，如用户的年龄是否大于14。

alert("Sorry this page is for kids only!");
} else {
alert("Welcome " + name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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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他太大了，该网页
对他来说不合适。

否则，就欢迎用户，如显示Welcome
Owen!。（但在这里Owen的年龄为25，
因此不会这样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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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和值
你可能注意到了，JavaScript语句通常包含变量。变量用于存储值。
什么样的值呢？下面是一些示例。

e”
uk
“D

var winners = 2;

2

这条语句声明一个名为winners
的变量，并将数字值2赋给它。

winners

se

name

fal

var name = "Duke";

这条语句将一串字符（简称
为字符串）赋给变量name。

var isEligible = false; 这条语句将值
false赋

给变量isEligible。ture/
false被称为布尔值。

isEligible

请注意，布尔值
无需用引号括起。

除数字、字符串和布尔值外，变量还可存储其他类型的值，这将在
稍后介绍；但不管存储的是哪种类型的值，变量的创建方式都相
同。下面更深入地介绍如何声明变量。

任何情况下都应这样
做，尽管省略关键字
var，JavaScript也不
会报错。后面将解释
其中的原因。

声明变量时，
总是以关键字
var打头。

接下来，给变量指
定名称。

var winners = 2;

赋值语句总是以分号结束。

在声明变量时，也可给它赋值，方
法是在变量名后面加上等号和值。
这里说“也可”是因为创建变量时，可以不给它指定初始值，而在以
后再给它赋值。要在创建变量时不指定初始值，只需省略赋值部分即

没有值？！我还有什
么用？！太侮辱人了。

可，如下所示。

var losers;

省略等号和值时，只是
声明了一个可供以后使
用的变量。
losers
你现在的位置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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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关键字

切勿随意命名
你知道变量有名字，你也知道变量有值。
你还知道，变量可存储数字、字符串和布尔值等。

但如何给变量命名呢？随便命名都行吗？不是这样的，但变量命名规则非常简单：只要遵
循下面两条规则，指定的变量名就是合法的。

1 以字母、下划线或美元符号打头。
2 然后使用任意数量的字母、数字、下划线或美元符号。
哦，还有一点：不能使用任何内置关键字，如var、function、false等，以免让JavaScript
感到迷惑。因此，给变量命名时，务必远离这些禁区。下面列出了JavaScript关键字，本书后
面将使用其中的一些，并指出它们的含义：
break

delete

for

let

super

void

case

do

function

new

switch

while

catch

else

if

package

this

with

class

enum

implements

private

throw

yield

const

export

import

protected

true

continue

extends

in

public

try

debugger

false

instanceof

return

typeof

default

finally

interface

static

var

世上没有

愚蠢的问题

问: 何为关键字？
答: 关键字是JavaScript保留字，
JavaScript将其用于特殊目的。如果将
关键字用作变量名，将让你和浏览器
都感到迷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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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如果将关键字用作变量名的
一部分呢？例如，可将变量命名为
i f O n ly（即在变量名中包含关键字
if）吗？

答:

当然可以，只要变量名不与关
键字完全相同就行。另外，编写代码
时应确保其清晰，因此通常不要使用
变量名elze，因为它容易与else混
淆。

问:

JavaScript区分大小写吗？换
句话说，myvariable和MyVariable
指的是一回事吗？

答:

如果你习惯了HTML标记，可
能习惯于不区分大小写，因为在浏览
器看来，<head>和<HEAD>是一回事。
然而，在JavaScript中，变量名、关键
字和函数名等几乎所有一切的大小写
都很重要，因此请务必注意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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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镇

时报

如何避免令人难堪
的命名错误
在给变量命名方
面，你有极大的

选择
空间，下面是一
些 来 自 Web镇 的 小
提
示，可帮助你更轻
松地命名。
选择有意义的名称
。
变 量 名 _ m、$、
r或 fo o对 你 来 说
也许
是有意义的，但
在 Web镇 中 通 常 不
受
人待见。随着时
间的推移，你可
能
忘记这些变量的
含义；如果使用
变
量 名an gle、cu
rr entPress ur
e和
p as se d Ex a m，
你的代码将更容
易
理解。

创建由多个单词
组成的变量名时，
采
用骆驼式拼写法。

有时候，你可能
需要一个变量，
用
于表示类似于喷
火的双头龙（
twoheaded dragon
with fire）这样的
东
西。如何给这样
的变量命名呢？
采用
骆驼式拼写法即
可，即将每个单
词
的首字母大写（
第一个单词除外
）：
tw oHeade dDra
gonWit hFir e。
骆
驼式拼写法使用
起来很简单，在
Web
镇中被广泛使用
，它提供了足够
的灵
活性，创建的变
量名要多具体就
有多
具体。还有其他
命名方案，但这
种方
案更常用，在其他
语言 中 亦 是 如 此 。

除非有充分的理
由，否则不要使
用
以_ 或$打头的变
量名。
以$ 打头的变量
名通常保留用
于
Ja va Sc rip t库； 有
些作者根据各种
约
定使用以_ 打头的
变量名。然而，
我
们的建议是，除
非有充分的理由
（具
体是什么理由你
自己知道），否
则不
要使用这两种变量
名。
小心驶得万年船。
给变量命名时，
安全第一。本书
后面
还将介绍一些安
全小贴士。就目
前而
言，为确保命名
的安全，一定要
避免
使用关键字；声
明变量时，一定
要使
用关键字var。

有趣的语法
■■

每条语句都以分号结尾。
x = x + 1;

■■

单行注释以两个斜杆打头。注释只是用于
向你或其他开发人员解释代码，它们不会
执行。
// I'm a comment

■■

空白无关紧要（几乎在什么地方都是如
此）。
x
=
2233;

■■

将字符串用双引号括起（也可使用单引
号，这两种方式都可行，只要统一即可）。

"You rule!"
'And so do you!'
■■

不要用引号括起布尔值true和false。
rockin = true;

■■

声明变量时，可以不给它指定值。
var width;

■■

不同于HTML标记，JavaScript区分大小
写，这意味着大小写很重要。counter和
Counter是两个不同的变量。

你现在的位置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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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练习

变身浏览器
下面的JavaScript代码存在一些错
误。你的任务是变身浏览器，将其中
的错误找出来。完成这个练习后，请
翻到本章末尾，看看你是否找出了
所有的错误。

A
// 笑话测试
var joke = "JavaScript walked into a bar....';
var toldJoke = "false";
var $punchline =

请不要过度关注这些JavaScript代码的
作用，重点是变量名错误和语法错误。

"Better watch out for those semi-colons."
var %entage = 20;
var result
if (toldJoke == true) {
Alert($punchline);
} else
alert(joke);
}

B
\\ 电影之夜
var zip code = 98104;
var joe'sFavoriteMovie = Forbidden Planet;
var movieTicket$

=

9;

if (movieTicket$ >= 9) {
alert("Too much!");
} else {
alert("We're going to see " + joe'sFavoriteMovie);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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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表达
要使用JavaScript准确地表达自我，需要使用表达式。表达式的结果为值，
前面的代码示例就包含多个表达式，下面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条JavaScript语句，它将一
个表达式的结果赋给变量total。

*表示乘法运算，而/表
示除法运算。

var total = price - (price * (discount / 100));
这是变量
total。

这是赋值运算符。 这是一个表达式。

如果你学过数学、计算过收支或计算过税费，就不会对这样的数值表
达式感到陌生。
还有字符串表达式，如下所示：
"Dear " + "Reader" + ","

这个表达式计算打折后的
价格（price），其中的折
扣 （ dis cou nt ）是一个 百
分比 值。因此，如果价 格
为10 ，折扣为2 0 ，则结
果为8。

新字符串“Dear
将这些字符串相加（拼接），得到
Reader,”。
字符串变量。这个表
与前一个表达式类似，但包含一个
xpialidocious”。*
达式的结果为“supercalifragilistice

"super" + "cali" + youKnowTheRest
phoneNumber.substring(0,3)

另一个结果为字符串的表达式。它返回表示美国电话号码的字符串
中的区号，其中的工作原理将在后面介绍。

还有结果为true或false的表达式，这种表达式称为布尔表达式。请
看下面的各个表达式，它们返回true还是false呢？

age < 14

如果age小于14，这个表达式就为true，否则为false。
可以使用这个表达式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孩子。

cost >= 3.99

如果cost等于或大于3.99，这个表达式就为true，否则为
false。如果这个表达式为false，就准备好购买减价商品吧！

animal == "bear"

变量animal包含字符串bear时，这个表达式为true。
如果是这样，可得小心了！

表达式的值还可能为其他几种类型，将在本书后面介绍。就现在而言，
重点是牢记所有表达式的结果都为某种值：数字、字符串或布尔值。
下面来看看表达式都有哪些作用。

* 假定变量youKnowTheRest的值为“fragilisticexpialidocious”。
你现在的位置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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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练习

请拿起笔来，将一些表达式的作用搞清楚。计算下面每个表达式的值并写下来。是的，写下来。
将老妈对你不要在书上乱写乱画的嘱咐忘了吧，在本书中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定对照本章末
尾的答案，看看你的答案对不对。
这是一个摄氏温度到华氏温度的转换器。

(9 / 5) * temp + 32

如果temp为10，结果是什么？_________

这是一个布尔表达式。运算符==
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

color == "orange"

如果color的值为 pink ，这个表达式为true还是
false？_______
如果color的值为 orange 呢？________

name + ", " + "you've won!"

如果name的值为 Martha ，结果是什么？_______

yourLevel > 5

这个运算符判断第一个值是
否大于第二个值。你也可以
使用>=来判断 第一个值是
否大于或等于第二个值。

如果yourLevel的值为2，结果是什么？________
如果yourLevel的值为5，结果是什么？________
如果yourLevel的值为7，结果是什么？________

(level * points) + bonus

假设level的值为5，points的值为30000，bonus的
值为3300，结果是什么？________

color != "orange"

如果color的值为 pink ，这个表达式为true还是
false？_______

。
运算符!=判断两个值是否不相等

选做题

1000 + "10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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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有多个答案呢？只有一个正
确答案。你的答案是什么？________

编码技巧
你注 意到 了吗 ？运 算符 =用于
赋值，而运算符==用于判断相
等性 。也 就是 说， 给变 量赋 值时
使用 一
个等号，判断两个值是否相等时
使用两
个等号。一种常见的编码错误是
，该使
用其中一个运算符时使用了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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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juggling) {
keepBallsInAir();
}

重复操作
很多事情你都不只做一次：
擦肥皂、冲洗、重复……
上蜡、刮蜡……
不停地吃，直到把碗里的糖果吃光。
你经常需要编写代码来重复执行相同的操作，而JavaScript提供了多种反复执
行循环代码的方式：while、for、for in和forEach。本书将介绍所有这些
循环方式，这里先将重点放在while循环上。
前面刚讨论过结果为布尔值的表达式，如scoops > 0。这种表达式在while
语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下所示。

while语句以关键字打头。

这种语句包含一个布尔表达式，
我们称之为条件测试（简称为
条件）。

如果条件为true，就执行
代码块中所有的代码。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
scoops = scoops - 1;

代码块是什么呢？用花括号（{ }）
括起来的代码。

}
如果条件为true，则执行代码块，并回过头
来再次检查条件。如果条件为false，就结束
循环。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擦
肥皂、冲洗、再重复！

你现在的位置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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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迭代

while循环的工作原理
假设这是你遇到的第一个while循环，下面来跟踪其整个执行过程，以了
解其中的工作原理。注意到这里新增了一条语句，它声明变量scoops并将
其初始化为5。
下面来执行这些代码。它首先将scoops设置为5。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接下来是while语句。执行while语句时，我们首先检查其中的条件，看看它是
true还是false。

scoops大于0吗？

var scoops = 5;
在我们看来，它像
while (scoops > 0) {
是这样的！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由于条件为true，我们开始执行代码块，其中的第一条语句在浏览器中写入字符串
Another scoop!<br> 。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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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掉1球，余
下4球！

下一条语句将球数减1，并将结果（4）赋给scoops。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这是代码块中的最后一条语句，因此我们返回while语句开头并重新开始。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再次检查条件，这次scoops的值为4，依然大于0。

还余下很多球！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我们再次在浏览器中写入字符串 Another scoop!<br> 。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你现在的位置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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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的while循环

下一条语句将球数减1，并将结果（3）赋给scoops。

吃掉了2球，
还余下3球！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这是代码块中的最后一条语句，因此我们返回while语句开头并重新开始。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再次检查条件，这次scoops的值为3，依然大于0。
还余下很多球！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我们再次在浏览器中写入字符串 Another scoop!<br> 。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20

hfjsp_ch01.indd 20

第1章

17/7/21 下午1:19

JavaScript速览

吃掉了3球，还
余下2球。

正如你看到的，这个过程将不断重复。在每次循环中，我们都将
scoops减1，再次将指定的字符串写入浏览器并重新开始。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继续执行循环。

吃掉了4球，
还余下1球！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执行最后一次循环后，情况有点不同：scoops为0，因此条件为false。
这次到达了分水岭，我们不再继续循环——不执行代码块。这次我们跳过
代码块，执行它后面的语句。

吃掉了5球，一球不
剩了！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现在，我们执行另一条document.write语句，在浏览器中写入字符串 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 t the same 。至此，全部代码都执行完毕了！
var scoops = 5;
while (scoops > 0) {
document.write("Another scoop!<br>");
scoops = scoops - 1;
}
document.write("Life without ice cream isn't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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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ashInWallet > 5) {
order = “I’ll take the works: cheeseburger, fries and a coke”;
} else {
order = “I’ll just have a glass of water”;
}

使用JavaScript进行决策
你刚才看到了，在while语句中，可使用条件来决定是否继续循环。在JavaScript中，
还可在if语句中使用布尔表达式来进行决策。仅当if语句的条件测试为true时，才
会执行其代码块，如下例所示。

面是条
这是关键字if，后
件和代码块。

这个条件检查球数是否少于3。

if (scoops < 3) {
alert("Ice cream is running low!");

如果少于3球，就执行if语句的代码块。

}

函数alert接受一个字符串，并在浏览器中显示一个包含该字
符串的弹出式对话框。试一试吧！

在if语句中，还可添加一个或多个else if语句，以执行多重检查，如下所示：
if (scoops >= 5) {

使用if/else if语句，可依
次进行两次检查。

alert("Eat faster, the ice cream is going to melt!");
} else if (scoops < 3) {
alert("Ice cream is running low!");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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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的else if语句，
以检查多个
条件。每条else if语句都有其代码块，
该代码块将在
条件为true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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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量决策
可根据需要将任意数量的if/else语句串接起来，还可在最后添加一条包罗万象的else
语句，以处理所有条件都不满足的情形，如下所示。

在这个代码段中，我们检查余下的球数是
否不少于5……

if (scoops >= 5) {

alert("Eat faster, the ice cream is going to melt!");

……是否刚好为3……

} else if (scoops == 3) {

alert("Ice cream is running low!");
} else if (scoops == 2) {
alert("Going once!");

……是否为2、1或0，并显示相应的
提醒框。

} else if (scoops == 1) {
alert("Going twice!");
} else if (scoops == 0) {
alert("Gone!");
} else {

alert("Still lots of ice cream left, come and get it.");
}

如果上述条件都不满足，就
执行这段代码。

世上没有

愚蠢的问题

问: 代码块到底是什么？
问 : 我遇到过这样的代码，其中的 答 : 我们当前的重点是基本类型，
条件是一个变量，而这个变量的值为 即数字、字符串和布尔值。本书后面
答 : 从语法上说，代码块是放在花 字符串而不是布尔值。请问这种代码 将介绍更复杂的类型，如数组（一系
括号内的一组语句，可以只包含一条
语句，也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语句。
代码块中的所有语句被视为一个整体，
要么都执行，要么都不执行。例如，
在while语句中，如果其条件为true，
将执行其代码块中的所有语句。if和
else if语句的代码块亦如此。

是如何工作的？

列值）、对象和函数。

答:

问:

本书稍后会讲到这一点；简单
布尔值（boolean）是如何得
地说，JavaScript在判断值为tr ue 还
名的？
是false方面非常灵活。例如，任何
包含非空字符串的变量都被视为true，
布尔值是以发明布尔逻辑的英
而没有设置值的变量都被视为false。
国数学家George Boole命名的。在英文
这些细节稍后介绍。
中，boolean常被写作Boolean，旨在指
出这种变量类型是以George Boole命名
你说过，表达式的结果可能不 的。
是数字、字符串或布尔值。请问还可
能有哪些值？

答: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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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冰箱贴练习

代码冰箱贴
有一个JavaScript程序的代码被随机地贴在冰箱上。你能将这些冰箱贴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组成一个生成如下输出的JavaScript程序吗？请对照本章末尾的答案，再继续往下阅读。

正确地排列这些冰箱贴，组成一个
能运行的JavaScript程序。
document.write("Happy Birthday dear " + name + ",<br>");
docu ment.write("Happy Birt hday to
you.<br>");

var i = 0;
i = i + 1;

var name = "Joe";
}

document.write("Happy Birthday to you.<br>");

while (i < 2) {

正确地排列这些冰箱贴后，组
成的程序将生成如下输出：

请在这里正确地排列这
些冰箱贴。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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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用户交流
前面一直在讨论如何提高网页的交互性，为此你必须能够与
用户交流。实际上，与用户交流的方式有多种，其中的一些
你在本章前面已经见到过。下面简要地介绍这些交流方式，
本书后面将更详细地讨论它们。
创建提醒框
正如你已经看到的，浏览器提供了提醒用户的快捷方式——使用
函数alert。你只需调用函数alert并指定一个包含提醒消息的
字符串，浏览器就会在一个漂亮的对话框中显示这条消息。必须
承认，由于alert易于使用，我们一直在滥用它；实际上，仅当
你要停止一切并提醒用户时，才应使用它。
直接写入文档

本章将使用这三种交流
方法。

将网页视为一个文档（浏览器就是这么认为的）。你随时都可使用函数
document.write将任何HTML和内容写入网页，这虽然很常见，但通
常被认为是一种糟糕的做法。本章也偶尔使用了这个函数，因为这是一
种简单而容易掌握的网页操作方式。
使用控制台
所有JavaScript环境都包含控制台，可将代码中的消息写入其中。要将消
息写入控制台日志，可使用函数console.log，并传入要写入的字符串
（稍后将更详细地介绍如何使用控制台日志）。可将console.log视为
杰出的故障排除工具，但用户通常看不到控制台日志，因此这并非与用
户交流的有效方式。

在帮助找出代码错误方面，控制台
真的非常方便！出现输入错误（如
遗漏了引号）时，JavaScript通常会
在控制台中显示错误消息，帮助你
找出这种错误。

直接操作文档
这是最佳的方式，你应尽量使用这种方式来与网页和用户交互。使用
JavaScript可以访问网页，读取和修改其内容，甚至修改其结构和样式！这
些都是利用浏览器的文档对象模型（后面将更详细地讨论）实现的。你
将看到，这是与用户交流的最佳方式。然而，要使用文档对象模型，你必

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届
时你将能够以各种方式读
取、修改和操作网页。

须知道网页的结构，并熟悉用来读写网页的编程接口。这些都将在稍后介
绍，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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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JavaScript输出方法

所有的交流方法都戴着面具来参加晚会了。你能揭下它们的面具，将右
边的描述与左边的名称正确地搭配起来吗？我们已经将一种交流方法与
其描述搭配起来了。

document.write

我让用户停止前进的步
伐，并向他传递一条简短
的消息。用户必须单击OK
按钮才能继续前行。

console.log

我能够在文档中插入少量
的HTML和文本。我虽然不
是向用户传递消息的最佳
方式，但在所有浏览器中
都管用。

alert

使用我可以全面控制网页：
获取用户输入的值，修改
HTML或样式，更新网页的
内容。

文档对象模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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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log详述
下面来更深入地探索console.log的工作原理，以便在本章中使用它来
查看代码的输出，并在全书中使用它来查看代码的输出以及调试代码。
但别忘了，控制台并非普通Web用户能够明白的浏览器功能，因此不应在
网页的最终版本中使用它。将消息写入控制台日志通常仅用于在开发网页
期间调试代码，但在学习JavaScript时，这是一种了解代码功能的极佳方
式。console.log的工作原理如下：

获取任何字符串……

var message = "Howdy" + " " + "partner";
console.log(message);
……将其传递给
，

console.log 该字符串将显
示在浏览器的控制台中，如下所示。

控制台包含代码写入到日志的
所有输出。

世上没有

愚蠢的问题

问:

输出传递给它。请牢记这一点，本书 异。请注意，所有现代浏览器都提供
我知道console.log可用于输
后面将回过头来深入讨论对象。现在， 了控制台，但控制台并不包含在正式
出字符串，但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你具备了使用console.log所需的全 规范中。
我是说为何使用句点分隔console和
部知识。
log呢？
控制台看起来很不错，但在哪
除了写入日志外，控制台还有 里能够找到它呢？我在代码中使用了
问得好。我们讲得有点太快了，
它，却没有看到任何输出！
其他功能吗？
你可将控制台视为具有特定功能的对
象。其功能之一是写入日志，而要让
有，但大家通常只用它来写入
在大多数浏览器中，都可显式
控制台执行这种功能，我们使用语法 日志。日志（和控制台）还有一些高 地打开控制台，详情请参阅下一页。
console.log，并将用圆括号括起的 级用法，但这些用法通常随浏览器而

答:

问:

答:

问: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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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JavaScript控制台

打开控制台
不同浏览器的控制台实现存在细微的差异，更糟糕的是，浏览器实现控制台的
方式变化相当频繁——虽然没有达到离谱的程度，但当你阅读本书时，你的浏
览器控制台可能与这里显示的稍有不同。
这里介绍在Mac上如何访问Chrome浏览器（25版）的控制台。对于如何在各种
主流浏览器中访问控制台，请参阅http://wickedlysmart.com/hfjsconsole。明白如
何在一款浏览器中访问控制台后，就很容易搞清楚如何在其他浏览器中访问控
制台了。建议你至少在两款浏览器中尝试使用控制台，这样才更熟悉。

在Mac上，要访问Chrome的控制
台，请选择菜单View > Developer >
JavaScript Console。

窗口

控制台将出现在浏览器
的底部。

在控制台顶部的选项卡中，
确保选择了标签Console。

不要考虑其他标签的作用。这些标签都很有
用，但目前最重要的是Console，它能够让你
看到在代码中使用console.log显示的所有消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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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一个正式的应用程序
下面将新学到的JavaScript技能和console.log付诸应用，编写一
个实用的应用程序。我们需要一些变量、一条while语句和一些带
else子句的if语句。再进行简单打磨，不知不觉间就将得到一个
正式的商务应用程序。查看最终代码前，先想想你会如何编写一个
程序来显示经典歌曲99 Bottles of Beer的歌词。
var word = "bottles";
var count = 99;
while (count > 0) {
console.log(count + " " + word + " of beer on the wall");
console.log(count + " " + word + " of beer,");
console.log("Take one down, pass it around,");
count = count - 1;
if (count > 0) {
console.log(count + " " + word + " of beer on the wall.");
} else {
console.log("No more " + word + " of beer on the wall.");
}
}

上述代码存在一个小缺陷：它能正确地运行，但输
出并非完美无缺。你能找出并修复这个缺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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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标签

我们是不是应该将这些代
码放到网页中，以便能够看到输
出呢？如果不这样，就得继续在纸
上写出答案了！

好主意！是的，是时候这样做了。这样做之
前，我们想确保你具备了足够的JavaScript
知识。你在本章开头看到了，可像添加CSS
一样在HTML中添加JavaScript，也就是说，
只需使用标签<script>来添加它们即可。
这里要说的是，与CSS一样，也可将
JavaScript放在独立于HTML的外部文件中。
下面先将这个正式的商务应用程序放到
网页中。经过详尽的测试后，再将这些
JavaScript代码移到一个外部文件中。

30

hfjsp_ch01.indd 30

第1章

17/7/21 下午1:19

JavaScript速览

下面在浏览器中运行一些代码。请按如下说明来运行这个正式的商务应用程序，并查
看最终的结果。

试驾

要下载本书的代码和示例文件，请访问http://
wickedlysmart.com/hfjs。

1

编写如下HTML代码，你将在其中嵌入JavaScript代码。首先输入这些HTML代
码，再在<script>标签之间输入前面列出的JavaScript代码。你可使用记事本
（Windows）或TextEdit（Mac）等编辑器，并确保处于纯文本模式；也可使用自
己喜欢的HTML编辑器，如Dreamweaver、Coda或WebStorm。

<!doctype html>

L代码。

输入这些HTM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y First JavaScript</title>
</head>
<body>
<script>

这些是<script>标签。现在你应该知道，必须将
JavaScript代码放在这两个标签之间。

</script>
</body>
</html>

2

将这个文件保存为index.html。

3

在浏览器中加载这个文件。可以将这个文件拖放到浏览器
窗口中，也可在浏览器中选择菜单“文件”>“打开”。

4

在网页中，你什么都看不到，因为我们使用console.log将
所有输出都写入了控制台。因此，请打开控制台，并祝贺
自己编写了一个正式的商务应用程序。

这是代码的运行情况，它们生成歌曲99 Bottles of
Beer的完整歌词，并将其写入浏览器的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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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JavaScript代码加入网页

如何将JavaScript代码加入网页（细数各种方式）
你已经知道可以使用<script>标签将JavaScript代码添加到网页的<head>或<body>元素中，但还
有另外两种在网页中添加JavaScript代码的方式。下面来看看可将JavaScript代码放在哪些地方（以
及将代码放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另一个地方的原因）。

可将代码嵌入<head>元素中。在网
页中添加代码时，最常见的方式是在
<head>元素中添加一个<script>元
素。这让你的代码更容易找到，好
像也是放置代码的合理位置，但
你的HTML页面
这并非总是最佳方式。为什么
<head>
呢？请往下看。

还可将代码放在独立的文件中，并在
<head>中链接该文件。这与链接到
CSS文件类似，唯一的差别是，你使
用<script>标签的src特性来指
定JavaScript文件的URL。

<script>
statement;
</script>

<script src=”mycode.js”></script>

也可以将代码内嵌在网页的
<body>元素中。为此，可将
JavaScript代码放在<script>
元素中，并将<script>元素
放到网页的<body>元素中（通
常是最后）。
这种方法要好些。为什么呢？
浏览器加载网页时，将先加载
<head >元素内的所有内容，再加
载<body>元素。因此，如果将代
码放在<head>中，用户可能必须
等一会儿才能看到网页。如果将代
码放在<body>的HTML后面，则用
户等待这些代码加载时就能看到网
页的内容。
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请接着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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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放在外部文件中，代码更容
易维护（独立于HTML），
还可用于多个网页。但这种
方法也有缺点，那就是所有
代码都将在网页的<body>
部分之前加载。还有更佳
的方式吗？请继续往下看。

<script>
statement;
statement;
</script>
<script src=”somecode.js”></script>

最后，可在网页的< b o dy>
元素中链接到外部文件。这
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最佳方式，
既有一个可用于任何网页且易
于维护的JavaScript文件，又在
网页末尾引用它，这样它将在网
页加载完毕后再加载。真不错。

虽然情况完全相反，
但我依然认为<head>是放
置JavaScript代码的极佳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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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打鸳鸯散
分手是痛苦的，但必须这样做。现在该将JavaScript代码提取出来，移到一个独
立的文件中了，具体步骤如下。

1

打开文件index.html，选择其中所有的JavaScript代码，即标签<script>
之间的所有内容，如下所示。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y First JavaScript</title>
</head>
<body>
<script>
var word = "bottles";

只选择JavaScript代码，不要包含<script>标
签，因为在独立文件中不需要这些标签。

var count = 99;
while (count > 0) {
console.log(count + " " + word + " of beer on the wall");
console.log(count + " " + word + " of beer,");
console.log("Take one down, pass it around,");
count = count - 1;
if (count > 0) {
console.log(count + " " + word + " of beer on the wall.");
} else {
console.log("No more " + word + " of beer on the wall.");
}
}
</script>
</body>
</html>

2

在编辑器中新建一个文件，将其命名为code.js，并将前面复制的代码粘贴
到其中，然后保存。

code.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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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JavaScript代码

3

现在需要在文件i nde x.h t m l中添加一个指向文件c o de .js的引用，以便
该网页加载时获取并加载文件c o de .js。为此，将文件i nde x.h t m l中的
JavaScript代码删除，但保留<script>标签；再在<script>开始标
签中添加一个引用code.js的src特性。

<!doctype html>
<html lang="en">
<head>
<meta charset="utf-8">
<title>My First JavaScript</title>
</head>
使用<script>元素的src特性
<body>
链接到JavaScript文件。
<script src="code.js">

这是被删除的代码所处的位
</script>
置。
</body>
信不信由你，<script>结束标签依然必不可
</html>
。
少，虽然这两个标签之间已经没有代码了

4

外科手术到此结束，就这么简单。现在需要进
行测试了。为此，再次加载inde x.h t m l，结果
应该与前面完全相同。请注意，这里将src特
性设置成了 code.js ，即假定这个代码文件
与HTML文件位于同一个目录。

结果应与前面相同。但现在
HTML和JavaScript位于不同的
文件中 ， 是不是更 清晰 、 更容
易管理、不那么局促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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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script元素
你已经知道如何使用<script>元素在网页中添加代码了，但为了彻底明白这个
主题，下面来复习一下<script>元素，确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特性type告诉浏览器，你要编写JavaScript代码。如果省略
这个属性，浏览器将假定你使用的是JavaScript。鉴于此，
我们建议你省略这个属性，标准制定者也是这样建议的。

<script>起始
标签。

别忘了起始标签
中的右尖括号。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alert("Hello world!");
</script>

<script>标签之间的所有内容都
必须是有效的JavaScript代码。

在任何情况下，</script>
结束标签都必不可少。

在HTML中引用独立的JavaScript文件时，像下面这样使用<script>元素：

添加一个src特性来指定JavaScript
文件的URL。

<script src="myJavaScript.js"

>

</script>
千万别忘了</script>结束
标
签！即便是链接外部文
件
时，这个标签也必不可
少。

引用独立的JavaScript文件时，<script>
元素不能包含任何JavaScript代码。

JavaScript文件使用
扩展名.js。

不能在引用JavaScript文件的同时内嵌Java

Script代码。

使用src特性时，不能在<script>标签之间添
加
JavaScript代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两个
<script>
元素。
<script src="goodies.js">
var = "quick hack";
</script>

错误

法
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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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JavaScript

起底JavaScript
本周访谈：逐渐了解JavaScript

Head First：欢迎JavaScript。我们知道你始终忙于

JavaScript：坦率地说，这是我最大的优点。事实上，

处理各种网页，很高兴你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访

只要启动浏览器，输入几行JavaScript代码，就万事大

谈。

吉了，这多厉害呀。对初学者来说，这也很不错。有

JavaScript：没什么。我的确比以前更忙了，现在我不
仅被用于几乎所有的网页，还被用于实现简单的菜单
效果和功能齐备的游戏等。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Head First：真令人惊讶。就在几年前，还有人说你不
过是一款无用的脚本语言，而现在到处都能看到你的
身影。

人说没有比JavaScript更好的入门语言了。
Head First：但这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是吗？
JavaScript：问得好。我简单是从易于上手的意义上说
的。我也很深奥，最新的现代编程结构应有尽有。
Head First：比方说呢？
JavaScript：动态类型、一等函数和闭包，算吗？

JavaScript：以前的事就别说了。我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很多杰出人物都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

Head First：都算，不过它们都是什么东西呢？

Head First：取得了什么进步呢？你的基本语言特性看

JavaScript：只要坚持阅读本书，你就会知道。

起来不是跟以前一样吗？

Head First：说点具体的吧。

JavaScript：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现在我的速度

JavaScript：我就说一点。JavaScript是针对动态Web

快如闪电。我虽然被视为脚本语言，但性能几乎能够

环境打造的，在这种激动人心的环境中，用户与网页

与编译型语言媲美。
Head First：其次呢？

交互，数据是即时获得的，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
件，而JavaScript反映了这种编程风格。对JavaScript有
更深入的了解后，你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JavaScript：在浏览器中，我能够做的事情多得多了。
通过使用所有现代浏览器都有的Java Script库，你可

Head First：听你这样说，你是完美的语言了？

确定当前位置，播放视频和音频，在网页中绘图，等

JavaScript（泪流满面）：你知道，我不像其他大多

等。但要完成这些任务，你必须熟悉JavaScript。

数语言那样出生在象牙塔。我出身草莽，成败全靠自

Head First：咱们来说说对你的批评吧。我听过一些不

己，必须努力拼搏。虽然如此，我并非完美无缺，也

那么友好的评论，其中最著名的是“一款粗制滥造的

有一些“缺点”。

语言”。

Head First（面带Barbara Walters①式微笑）：我们今

JavaScript：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即便不是

天看到了你不为人知的一面，我想改天有必要再来一

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也是其中之一。我击败了

次访谈。离别之际，有什么要说的吗？

很多竞争对手。还记得将Java用于浏览器的倡导吗？现

JavaScript：不要只看我的缺点，要了解并坚持利用我

在看来就是个笑话。还有VBScript、JScript、Flash、

的优点。

Silverlight……不胜枚举。你说说，我怎么就不行呢？
Head First：有人批评你“过分简单”。

① Barbara Walters是美国著名访谈类节目主持人，

被誉为“美国电视新闻第一夫人”。——编者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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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avaScript用于给网页添加行
为。
与几年前相比，浏览器引擎执
行JavaScript代码的速度快得
多。

■■

浏览器在网页中遇到JavaScript
代码后就开始执行它们。

■■

使用<script>元素在网页中
添加JavaScript代码。

■■

可在网页中内嵌JavaScript代
码，也可在HTML中链接到包含
JavaScript代码的独立文件。

■■

■■

■■

■■

要链接到独立的JavaScript文
件，可在<script>标签中使
用特性src。
HTML声 明 网页的结构和内
容；JavaScript计算值并给网页
添加行为。
JavaScript程序由一系列语句组
成。
变量声明语句是最常见的
JavaScript语句之一，它使用关
键字v a r 来声明新变量，并使
用赋值运算符=给变量赋值。

■■

■■

■■

JavaScript变量的命名规则和指
南只有几条，遵循它们至关重
要。
给变量命名时千万不要使用关
键字。
JavaScript表达式计算值。

■■

三种常见的表达式是数字表达
式、字符串表达式和布尔表达
式。

■■

if/else语句让你能够在代码
中作出决策。

■■

while/for语句让你能够通过
循环多次执行代码。

■■

使用c o n s ole.lo g（而不是
alert）将消息显示到控制台。

■■

控制台消息应该只用于调试，
因为用户很可能根本看不到控
制台消息。

■■

JavaScript最常用于给网页添
加行为，但也用于在Adobe
Photoshop、OpenOffice和
Google Apps等应用程序中编写
脚本，甚至被用作服务器端编
程语言。

你现在的位置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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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 crossword
JavaScript填字游戏

JavaScript填字游戏
JavaScript
cross
①
Time
to stretch your
dendrites with a puzzle to
来玩一个填字游戏
，放松一下心情，让你的神经完
help
it all sink in.
全处于松弛状态。

1

2

3

4
5

6

7
8

10

11

9

12

13
14
15

16

横向

Across
ACROSS

2. 在HTML中链接到外部JavaScript文件时，需要在
link to JavaScript
an externalfile
JavaScript
file you
from
2. To link to2.
anTo
external
from HTML,
<script>元素中指定的特性。
HTML,
you need
need
the _______
attribute
for the
your_______
<script> attribute
element. for
your <script>naming
element.
6. To
avoid embarrassing
mistakes, use
6. 为避免难堪的命名错误而使用的拼写方式。
To avoid embarrassing naming mistakes, use
__________6.case.
__________
case.
7. JavaScript
adds
_______________
to your web pages.
7. JavaScript给网页添加的东西。
7.
JavaScript
adds
_______________
to your
10. There are 99 _____________ of beer on the wall.
web pages.
10. 前面例子中用到的啤酒的计量单位（复数形式）。
13. Each line of JavaScript code is called a
10. There are 99 _____________ of beer on
_______________.
13. 表示一行JavaScript代码。
the wall.
14. 3 + 4 is an example of an _____________.
13. Each line of JavaScript code is called a
+ 4所属的JavaScript语言结构。
15.14.
All 3
JavaScript
statements end with a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纵向

Down
DOWN

1. 一种用于在JavaScript程序中重复执行操作的循环。
Do things
thingsmore
more than
than once
once in a JavaScript
1.1.Do
JavaScript program with
withloop.
the _________ loop.
the
_________
3. program
JavaScript变量名是区分什么的？
3. JavaScript
JavaScriptvariable
variablenames
names are
are _________
_________sensitive.
3.
声明变量时使用的关键字。
4.
sensitive.
4. To declare a variable, use this keyword.
4. To declare a variable, use this keyword.
5.
are used to store these.
变量存储的东西。
5. Variables
5.
Variables are used to store these.
6. Each time through a loop, we evaluate a
6. Each time through a loop, we evaluate a
6. 每次执行循环时，都要判断的一个表达式。
______________
expression.
______________
expression.
8.
Today's
JavaScript
runs
8.
Today's
JavaScript
runsaalot
lot
8. 当今JavaScript的运行速度比以前更快还是更慢？
________________
than than
it used
to. to.
________________
it used
9.
The
if/else
statement
is
used
tomake
makeaa
9.
The
if/else
statement
is
used
to
9. if/else语句的用途。
16. Use _____________
to troubleshoot
your code.
14.
3
+
4
is
an
example
of
an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5. 所有JavaScript语句都以它结束。
可使用+运算符将什么拼接起来？
11.You
15. All JavaScript statements end with a
11.
11.
You can
canconcatenate
concatenate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together
with the + operator.
16. 用于调试JavaScript代码的函数。
together
with
the
+
operator.
用于放置JavaScript代码的元素。
12.You
16. Use _____________ to troubleshoot your
12.
put your JavaScript inside a
12. You put your JavaScript inside a ______________
① 本书中的填字游戏均为填写英语单词。——编者注
code.
______________ element.
element.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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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浏览器答案
下面的JavaScript代码存在一些错误。你
的任务是变身浏览器，将其中的错误找
出来。完成这个练习后，请翻到本章末
尾，看看你是否找出了所有的错误。答
案如下。

两个双引号（ ），
将字符串括起时，要么使用
（ ）。不要混用。
要么使用两个单引号

A

// 笑话测试
var joke = "JavaScript walked into a bar....';
var toldJoke = "false";
var $punchline =

可以使用以$打头的变量名，但不建议这样做。

"Better watch out for those semi-colons."
var %entage = 20;
var result

除非需要指定的是字符串，否则不要
用引号将布尔值括起。

变量名中不能使用%。

别忘了在语句末尾添加分号！

也是在末尾遗漏了分号。

if (toldJoke == true) {

JavaSc ript 是区分大 小写的 ，
应为alert而不是Alert。

Alert($punchline);
} else

遗漏了一个左花括号。

alert(joke);
}

B

\\ 电影之夜

注释应以//而不是\\打头。

var zip code = 98104;

变量名不能包含空格。

var joe'sFavoriteMovie = Forbidden Planet;
var movieTicket$

=

9;

变量名不能
包含引号。

但指定字符串Forbidden
Planet 时 ， 必须用引号
括起。

if (movieTicket$ >= 9) {
alert("Too much!");
} else {
alert("We're going to see " + joe'sFavoriteMovie);

由于变量 名非法 ， 这条if/else 语
句不管用。

}
你现在的位置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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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答案

请拿起笔来，将一些表达式的作用搞清楚。计算下面每个表达式的值并写下来。是的，写下来。
将老妈对你不要在书上乱写乱画的嘱咐忘了吧，在本书中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定对照本章末
尾的答案，看看你的答案对不对。答案如下。
这是一个摄氏温度到华氏温度的转换器。

(9 / 5) * temp + 32

如果temp为10，结果是什么？ 50

这是一个布尔表达式。运算符==判
断两个值是否相等。

color == "orange"

name + ", " + "you've won!"

yourLevel > 5

这个运算符判断第一个值是
否大于第二个值。你也可以
使用>=来判断第一个值是
否大于或等于第二个值。

如果color的值为 pink ，这个表达式为true
还是false？ false
如果color的值为 orange 呢？ true
如果name的值为 Martha ，结果是什么？
“Martha, you’ve won!”
如果yourLevel的值为2，结果是什么？ false
如果yourLevel的值为5，结果是什么？ false
如果yourLevel的值为7，结果是什么？ true

(level * points) + bonus

假设level的值为5，points的值为30000，
bonus的值为3300，结果是什么？ 153300

color != "orange"

如果color的值为 pink ，这个表达式为true
还是false？ true

。
运算符!=判断两个值是否不相等

编码技巧

选做题

1000 + "10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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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有多个答案呢？只有一个
正确答案。你的答案是什么？
“1000108”

你注意到了吗？运算符=用于赋
值，而运算符==用于判断相等性。
也就
是说，给变量赋值时使用一个等号，
判
断两 个值 是否 相等 时使 用两 个等
号。 一
种常见的编码错误是，该使用其
中一个
运算符时使用了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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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冰箱贴答案
有一个JavaScript程序的代码被随机地贴在冰箱上。你能将这些冰箱贴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组成一个生成如下输出的JavaScript程序吗？请对照本章末尾的答案，再继续往下阅读。答
案如下。

正确排列后的冰箱贴！

var name = "Joe";
var i = 0;
while (i < 2) {
document.write("Happy Birthday to you.<br>");
i = i + 1;

}
document.write("Happy Birthday dear " + name + ",<br>");
docu ment.write("Happy Birt hday to
you.<br>");

正确地排列这些冰箱贴后，组
成的程序将生成如下输出。

你现在的位置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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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答案
exercise solutions

1

2

W

JavaScript
JavaScript
填字游戏
Cross
答案
Solution

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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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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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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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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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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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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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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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E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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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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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A T

13

9

F

S

16

E

A

S T

15

L

C

A M E

H A V

11

3

14

C

C
X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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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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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A

T

N

答案

E

R

S

I

L

L O N

E

12

I O N

L O G

SOlUTion

所有的交流方法都戴着面具来参加晚会了。你能揭下它们的面具，将右边的描述与左边
All our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have come to the party with masks on. Can you help us unmask
的名称正确地搭配起来吗？我们已经将一种交流方法与其描述搭配起来了。答案如下。
each one? Match the descriptions on the right to the names on the left. Here’s our solution:
document.write
document.write

， 并and
我
用 户your
停 止user
前 进in的his
步伐
向 他deliver
传递一
简短的
I’ll让stop
tracks
a条
short
消息。用户必须单击OK按钮才能继续前行。
message. The user has to click “ok” to go further.

console.log
console.log

我
能 够insert
在文档
中 插HTML
入少量
的H
本。我虽然
T Minto
L 和a文
I can
a little
and
text
document.
不
是not
向用
户 most
传递消
息的最
佳方
在所有浏
I’m
the
elegant
way
to 式
get，a但
message
to 览 器
your
users,
but
I
work
on
every
browser.
中都管用。

alert
alert

使用我可以全面控制网页：获取用户输入的值，修改
Using me you can totally control a web page: get
values that a user typed in, alter the HTML or the style,
HTML或样式，更新网页的内容。
or update the content of your page.

document object model
文档对象模型

I’m just here for simple debugging purposes. Use
我只是一种简单的调试工具。使用我可将信息写入
me and I can write out information to a special
开发人员专用的控制台。
developer ’s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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