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假如你正站在书店中，手里捧着这本书犹豫是否要买下，不妨看看下面三段话：
•

Python 是一门强大的多范式计算机编程语言，它以程序员的多产、代码的可读及软件
的高质量开发为目标而不断优化。

•

本书对 Python 语言本身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目标是帮助你在工作中真正使用
Python 之前，掌握 Python 的基本原理并做好充足的准备。秉承本书前四版的一贯思路，
本书这一版同样是所有 Python 初学者的福祉，本书是一个独立的、全方位的学习资源，
不论你将来使用 Python 2.X、Python 3.X 或两者兼有。

•

本书第 5 版已经更新到 Python 的 3.3 和 2.7 发行版，并且进行了充分扩展以反映当今
Python 世界中的一线实践。

这里的前言部分较为翔实地讲述了本书的目标、大纲以及结构。尽管是选读材料，但是它
旨在协助你开始本书旅途之前，拥有一个大致的导览。

本书的“生态系统”
Python 是一门流行的开源编程语言，广泛用于各个领域的独立程序与脚本化应用中。它不
仅免费、可移植、功能强大，同时相对简单，而且使用起来充满乐趣。从软件业界的任意
一角到来的程序员，都会发现 Python 着眼于开发者的生产效率以及软件质量，因此无论你
的项目是大还是小，选择 Python 都将带来战略性的优势。
不论你处于编程伊始，抑或身为开发专家，本书的目标都是使你跟上 Python 语言的步伐，
这是其他较局限的途径常常无法做到的。在读完本书后，你肯定会全面了解 Python，并能
自如地将它运用到你想探索的任何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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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作之初，本书的定位就是一本强调核心 Python 语言本身的教程，而不是 Python 某一
领域的特定应用。同样地，本书意图作为两卷书系列中的第一本：
•

《Python 学习手册》，就是本书，讲述 Python 本身，着眼于横跨多领域的语言基本原理。

•

《Python 编程》，作为其他备选之一，会进一步向你展示在掌握 Python 后如何使用它。

这种工作任务的分配是有意的。尽管使用目标可能因每个读者而不同，但是对有用的语言
基本原理的介绍则不变。聚焦于应用程序的书籍，如《Python 编程》，会涵盖本书未涉及
的内容，使用真实体量的示例来探索 Python 在常见领域（如 Web、GUI、系统、数据库，
以及文本处理）中充当的角色。此外，《Python 袖珍指南》这本书提供了这里没有包含的
参考材料，可以将其作为本书的补充。
由于本书着眼于 Python 基础，因此它能够运用比许多程序员第一次学习这门语言时所见的
更有深度的方式，展现 Python 语言的基本原理。其自底向上的叙述方式，以及自包含、教
导性的示例构思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教会读者 Python 语言的全部内容。
在这一过程中你收获的核心语言技能，将来会应用到你遇见的每一个 Python 软件系统
中——它可以是当今流行的工具，如 Django、NumPy 以及 App Engine，或是其他可能成为
Python 的未来与你编程生涯一部分的工具。
因为本书的前身是一个为期三天的 Python 培训课程，从始至终带有测试和练习，所以本书
也可作为这门语言的一个自学导论。虽然其形式缺少课堂般的现场互动，但是它在深刻性
与灵活性方面进行了补偿，这是书籍所特有的优势。虽然本书有许多使用方法，但是按顺
序阅读的读者会发现它大致相当于一门一学期长的 Python 课程。

关于第 5 版
本书第 4 版出版于 2009 年，涵盖了 Python 2.6 与 3.0 发行版。

注1

整体上第 4 版处理了在

Python 3.X 系列中引入的许多有时不兼容的更改。此外，第 4 版还引入了一款新的 OOP 教程，
以及新的章节，探讨了如 Unicode 文本、装饰器及元类等高级主题，新的内容既取材于我
本人在教学中实际使用的类，也借鉴自 Python“最佳实践”的演化成果。
注 1：

而 2007 年 短 暂 的 第 3 版 涵 盖 了 Python 2.5， 以 及 其 更 简 单 的（ 并 且 更 简 短 的） 单 行
Python 世界。参见 http://www.rmi.net/~lutz 获取关于本书历史的更多细节。多年以来，本
书的篇幅和复杂度都在增长，且直接正比于 Python 自身的增长。由附录 C 可知，Python
3.0 在这门语言中引入了 27 个添加项和 57 处更改，本书中已经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而
Python 3.3 延续了这一趋势。如今的 Python 程序员面对着两种不兼容的语言系列、三种主
要的范式、高级工具的过剩，以及狂风暴雨般的特性冗余 ——这其中的大部分在 Python 2.X
和 3.X 系列间都不会整齐地划分。不过一切并没有听上去那么令人畏惧（许多工具其实是
同一主题的变体），但是全部都是一个兼容并包、综合统筹的 Python 大环境下的公平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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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书于 2013 年的第 5 版是上一版本的修订本，新版本引入了大量更新，并采用了 Python 3.3
以及 Python 2.7，它们是 Python 3.X 和 2.X 系列中的当前最新发行版

译注 1

。它涵盖了从本

书上一版出版起，每一系列版本中所引入的全部语言特性更改，并且经过了从头至尾的打磨，
因此不仅内容上与时俱进，而且措辞表达上也更加精准严谨。其中：
•

更新了对 Python 2.X 的介绍，从而包含了像字典和集合推导这样的特性，这些特性
之前只能在 Python 3.X 中使用，但是现在已经向后移植到了 Python 2.7 中，因此在
Python 2.7 中可用。

•

对 Python 3.X 中 以 下 内 容 的 介 绍 进 行 了 扩 增， 包 括 新 的 y i e l d 和 r a i s e 语 法、
__pycache__ 字节码模型、Python 3.3 命名空间包、PyDoc 的全浏览器模式、Unicode 字
面量及存储修改，以及 Python 3.3 配备的新的 Windows 启动器。

•

新增了针对 JSON、t i m e i t、PyPy、o s . p o p e n、生成器、递归、弱引用、__m r o __、
__iter__、super、__slots__、元类、描述符、random、Sphinx（斯芬克斯）等在内的
许多主题配套的新增或扩展内容，而且也为 Python 2.X 版本兼容问题提供了更多示例
和描述。

这一版还添加了一个新的结尾（第 41 章）、两个新的附录（附录 B 和附录 C），以及新的
一章（第 21 章，该章扩充了第 4 版中的代码计时示例）。你可以在附录 C 中查阅在第 4 版
和第 5 版之间 Python 语言特性变化的简明总结，以及在本书中对相应内容介绍的指向。这
一附录整体上还对 Python 2.X 和 3.X 之间最初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小结，这些不同在第 4 版
中首次提出过，其中例如新式类这样的特性横跨了多个 Python 版本，并最终在 Python 3.X
中演化为强制的特性（稍后讲解 Python 2.X、3.X 中“X”的含义）。
按照前面列出的最后一条，本书这一版也扩展了一些内容，比如它提供了更多关于高级的
语言特性更为完整的介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非常努力想要忽视它们，因为它们中的
大多数在过去 10 年都并不常见，但放眼今天的 Python 代码，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变得相
当常见。我们也将看到，这些工具的出现使 Python 变得更加强大，但是也提高了初学者的
入门门槛，并且将改变 Python 的领域与定义。由于你可能遇到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所以本
书迎难而上，介绍了它们，而不是无视它们。
尽管进行了更新，但本书本版基本上保留了第 4 版中绝大部分结构与内容，同时依旧旨
在为读者提供一套针对 Python 2.X 以及 Python 3.X 的综合学习资源。尽管它主要着眼于
Python 3.3 和 2.7（3.X 系列的最新版以及可能是 2.X 系列的最后一版）的用户，但它也同
时兼顾到了如今还时常能碰到的更老版本的 Python 代码的特性。
译注 1： 截至本书中文版翻译时，Python 官方的两个主要语言分支分别更新至 Python 3.6 与 2.7。
值得一提的是，一方面，从 Python 3.3 到 3.6 已经没有出现显著的基础语言特性变化；另
一方面，比对现行见诸市面的 Python 书籍，本书采取的 Python 3.3 与 2.7 版本能够更好
地体现并覆盖大部分当前 Python 流行版本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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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能预言未来，但是本书强调了近 20 年一直有效的基本原理，并且也很可能将它们应
用到未来的 Python 版本中去。照例，我将在本书官方网站上跟进对本书有影响的 Python
译注 2

更新。在 Python 官方网站文档中的“What’s New in Python”

栏目也能够补充 Python

在本书出版后的演化所带来的差异。

Python 2.X 与 3.X 系列
由于 Python 2.X/3.X 的故事在本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我在这里提前说明一下。在本书第 4
版成书的 2009 年，Python 开始了两种风格的演化：
•

版本 3.0 是通常名为 3.X 系列中的第一版，这一系列相当于 Python 语言的一次断代升级。

•

版本 2.6 保留了与已有 Python 代码的庞大身躯向后兼容的特性，并且在整体上是 2.X
系列中的最新版本。

虽然 3.X 大体上是同一门语言，但是它几乎不能运行先前版本中所写的任何代码。它：
•

采用了一种 Unicode 模型，对字符串、文件及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把迭代器和生成器提升为一个更加核心的角色，使它们成为更完整的函数式编程范式
的一部分。

•

强制使用新式类（new-style class）模型，将类（class）与类型（type）相合并，也让
新式类模型变得更加强大和复杂 。

•

更改了许多基本工具与库，并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替换或移除。

单看将 p r i n t 从语句改为函数这一变化，我们就能体会到尽管对语言设计的审美得到了满
足，但也破坏了曾经编写的几乎每一个 Python 程序。抛开语言设计的战略潜力不谈，3.X
强制的 Unicode 及新式类模型，还有随处可见的生成器，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编程体验。
尽管许多人将 Python 3.X 视为对 Python 的改进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但是 Python 2.X 仍然
广为使用，并且在未来数年，都将以平行于 Python 3.X 的方式被支持。由于业界 Python 代
码的主体还是 2.X，向 3.X 迁移的过程注定是缓慢的。

当今 Python 2.X/3.X 的故事
尽管截至本书第 5 版，Python 已经推出了发行版 3.3 以及 2.7，但是这个 2.X/3.X 的故事仍
旧大体不变。事实上，Python 现在是一个二重版本的世界，许多用户根据其软件目标及依赖，
既运行 2.X，又运行 3.X。对于许多初学者而言，在 2.X 与 3.X 之间的选择，演变成了在已
有软件与语言前沿之间的一次取舍。尽管许多主流 Python 包已经移植到了 3.X，但是现今
译注 2： What ’ s New in Python 是 Python 官方文档中记录每一版本新增语言特性的栏目，网址为
https://docs.python.org/3/whatsnew/index.html。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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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其他包仍然只用 2.X 编写。
对于一些人来说，Python 3.X 现在被看作探索新思想的沙箱，而 2.X 则被视为经实践检验
过的 Python，它没有 3.X 的全部特性，但是如同涓涓细流，渗透到每一处角落。对其他人
来说，将 Python 3.X 视作未来，这一观点似乎已经被当前核心开发者计划所接受：Python
2.7 将继续被支持，但是将成为 2.X 的最后一个版本，而 3.3 则作为 3.X 系列持续演化进程
中的一步继续走向未来。
另一方面，如 PyPy 这样的方案（当今一款仍然只支持 2.X 的 Python 实现，提供了极其优
异的性能改善）代表了一种 2.X 可能的未来，不过你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另立大旗、自成一派。
抛开所有的主观看法，在 3.X 发行将近 5 年后，它尚未取代 2.X，甚至还未拥有能够与之
匹敌的用户数。作为一项评判标准，在当今的 python.org 官方网站，就 Windows 系统而言，2.X
下载频率仍然比 3.X 高，按理来说这一统计应该偏向新用户和最新发行版。当然，这样的
统计易于变化，但是它也反映了这 5 年来 3.X 的使用状况

译注 3

。对于许多人来讲，已有的

2.X 软件基础库因素仍旧胜过 3.X 的语言扩展。此外，2.7 已是 2.X 系列的最后一版，这使
得 2.7 成为某种事实上的标准，因此不受 3.X 系列恒定幅度变化的影响——对于寻求稳定基
础库的人而言，有着正面作用；对于寻求增长和持续相关性的人而言，则有着负面作用。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当今的 Python 世界非常广阔，足以同时容纳 3.X 和 2.X；它们似乎
满足着不同目标，吸引着不同的阵营，并且纵观其他语言也不乏先例（例如 C 和 C++，有
着长时间的共存，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异可能比 Python 2.X 同 3.X 之间的差异还大）。此外，
因为它们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学习任一 Python 系列所收获的技能几乎都可以完整移植到另
一系列，尤其在你借助于像本书这样兼顾到版本差异性的学习资源时。事实上，只要你明
白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区别的，你将很容易编写在两个版本中都能运行的程序。
与此同时，这种版本间的分裂给程序员和书籍作者都出了一道难题，而且这道难题还几乎
不能回避。对于一本书而言，假装 Python 2.X 从未存在而只涵盖 3.X 的内容，是一件更简
单的事，但是这将不能满足当今已有的巨大 Python 用户基数的需求。目前海量的已有代码
是用 Python 2.X 编写的，而这些代码不会很快就过时。尽管一些语言的初学者能够并应该
致力于 Python 3.X，但是任何必须使用过去编写的代码的人，都需要涉足当今的 Python 2.X
世界。由于在将许多第三方库和扩展移植到 Python 3.X 之前仍有数年的时间，所以这一分
歧将会长期存在。

译注 3： Python 3.0 发布于 2008 年，到本书英文版出版的 2013 年正好 5 年。截至本书中文版翻
译时，最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 2.X 和 3.X 版本使用情况数据由 Jetbrains 公司提供：在
2016 年 PyCharm 编辑器的用户中，72% 采用 2.X，40% 采用 3.X（其中包括两个版本
都使用的程序员），统计数据链接 https://www.jetbrains.com/pycharm/python-developerssurve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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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3.X 和 2.X 的介绍
为了解决这一二岔分歧，并满足全部潜在读者的需求，本书为此进行更新，涵盖了 Python
3.3 与 2.7，并且能够迁移到 3.X 和 2.X 系列随后的发行版中。它意图为 Python 2.X 程序员、
Python 3.X 程序员，以及游走于这两个系列之间的程序员提供方便。
也就是说，你可以使用本书来学习两者中的任意一个 Python 系列。尽管 3.X 经常被强调，
对于使用老式代码的程序员而言，2.X 的不同和工具也需要一直注意。虽然两个版本系列
大体上是相似的，但它们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而我将在这些差异出现的时候指出来。
例如，我将在大多数示例中使用 3.X 的 print 调用，但是也将讲述 2.X 的 print 语句，这
样你就能理解早期的代码，并且经常使用在两个系列上都能运行的可移植打印技巧。我还
将大量地介绍新的特性，诸如 3.X 中的 nonlocal 语句，以及从 Python 2.6 和 3.0 起可用的
字符串 format 方法，当这样的扩展在老式 Python 中不能使用时我将予以指明。
通过代理，本书也说明了其他的 Python 2.X 和 3.X 发行版，虽然一些老式版本的 2.X 代码
也许不能运行这里的全部示例。例如，虽然从 Python 2.6 和 3.0 起类装饰器是可用的，但是
你不能在还没有这一特性的老式 Python 2.X 下使用它们。照例，你可以参看附录 C 的更改
表格，从而获取最新 2.X 和 3.X 更改的总结。

我应该选择哪个 Python
版本选择可能由你所效力的组织机构强制规定，但是如果你是 Python 新手并且自主学习，
那么你可能想知道应该安装哪一版本。答案取决于你的目标。下面是一些帮助你做出选择
的建议。

选用 3.X 的情形：新的特性、演化
如果你第一次学习 Python 并且不需要使用任何已有的 2.X 代码，建议你以 Python 3.X
开始。它清理了这门语言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瑕疵，并修剪了一些陈旧的、不整齐的枝
枝叶叶，同时保留了全部初始的核心思想，还添加了一些令人振奋的新工具。例如，3.X
的无缝 Unicode 模型，以及对生成器和函数式编程技巧的更广泛使用，被许多用户视为
一笔财富。很多流行的 Python 库与工具已经或即将在你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支持 Python
3.X，尤其是考虑到 3.X 系列持续不断的改进时。所有新的语言演化仅发生在 3.X 中，
这些变化增加了特性并保持与 Python 密切相关，不过也让语言的定义成为一个时常移
动的靶子—— 一种在语言前沿上的固有权衡。

选用 2.X 的情形：已有代码、稳定性
如果你将使用一个基于 Python 2.X 的系统，那么现今的 3.X 系列对你可能不是一个选项。
无论如何，你将发觉本书也能帮你处理忧虑，如果未来迁移到 3.X，本书将会帮助到你。
你还会发现你其实并不孤单。我在 2012 年培训的每一个小组都只使用 2.X，并且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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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定期见到仅以 2.X 形式呈现的实用 Python 软件。此外，不同于 3.X，2.X 不会再被修
改——这既是一笔财富，也是一笔债务，取决于你所扮演的角色。使用并编写 2.X 代码
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也会希望尽可能地密切关注 3.X 及其动向。Python 的未来留待
书写，并且很大程度上将最终由其用户决定，包括你在内。

同时选用两者的情形：版本中立的代码
很可能这里最好的消息就是，在其两个系列中，Python 的基本原理都是相同的——2.X
和 3.X 只会在许多用户觉得细微的方面不同，而本书旨在帮助你学习这两者。事实上，
只要你理解它们不同的原因，就能写出在两个 Python 系列上都可以运行的版本中立的
代码，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经常做的。你可以参看附录 C 以获取有关 2.X/3.X 的迁移
指南，以及有关编写针对两个 Python 系列和两类受众的代码的小窍门。
不管一开始从哪个（或哪些）版本上手，你的技能都将直接迁移到你的 Python 工作所指引
的方向上去。
“3.X”同“2.X”用来整体代指两个系列里的全部发行版。例如，3.X
注意： 关于 X 记号：贯穿本书，
包括从 3.0 到 3.3 的所有发行版以及未来的发行版；2.X 则表示从 2.0 到 2.7 的全部发行
版（2.X 预计再没有其他版本）。更加精确的发行版只在一个主题应用于它时会被提起（例
如，2.7 的集合字面量与 3.3 的启动器和命名空间包）。这种提法偶尔会过于宽泛（一些
这里标注为 2.X 的特性可能不会在早期的 2.X 发行版中出现，而这些早期版本今天已极
少使用），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到 2.X 系列已横跨 10 余年的事实。相反，3.X 的标签则更
加简单、更为准确。

本书的必备知识与意图
我几乎不可能列出本书所需要的绝对必备知识，因为它的实用性和价值不仅依赖于读者的
背景，也同样多地依赖于读者的动机。真正的初学者，以及执拗的编程老手在过去都曾成
功地使用过本书。如果你有学习 Python 的动机，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那么这本书将非常
适合你。
很多人都会问，学习 Python 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尽管答案因人而异，但只要你开始阅读，
就已经离完成不远了。一些读者可能将本书当作一个即查即用的工具书，但是大多数希望
精通 Python 的人应该预期会花费数周的时间，也可能是数月的时间，来通读本书，这取决
于他们研究本书示例的深入程度。如前所述，本书大致相当于有关 Python 语言自身为期一
学期的一门课程。
这仅仅是对学习 Python 语言本身以及将它使用好的软件技能的预估。尽管本书足以满足基
本的脚本编程目标，但那些希望将软件开发作为职业的读者应该计划在读完本书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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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时间到大型项目开发中。如果可能的话，投入额外的时间阅读本书的续集，如《Python
编程》。

注2

对于希望立即精通的人们，那可能不是一条受欢迎的消息，但编程并不是一项简单的技能。
（忘了你听过的那些心灵鸡汤吧！）今日的 Python 和通用软件知识，都有足够的挑战性和
较高的回报率，值得你付出像本书这样的综合书籍所暗示的努力。这里是一些有关使用本
书的指南，同时适用于初出茅庐与驾轻就熟的读者。

对于有经验的程序员
你拥有起初的优势，并能够迅速翻阅一些靠前的章节；但是你不应该跳过其中的那些
Python 专属的核心思想，并可能需要努力放下一些既有的“经验”。笼统地讲，在本
书之前接触任何编程或脚本语言都是有帮助的，因为这能帮助你形成类比。另一方面，
我还发现由于在其他语言中根植的成见，先前的编程经验也可能成为一种阻碍。（根据
所写的第一份 Python 代码，认出课堂中的 Java 或 C++ 程序员真是太容易了！）要用
好 Python 需要你接纳它的思维模式。通过着眼于关键的核心概念，本书旨在以 Python
的方式来帮助你学习编写 Python 代码。

对于真正的初学者
在本书中你能同时学习 Python 以及编程本身；但是你可能需要更加努力一点，而且需
要参考阅读其他更加容易的介绍资料来辅助学习。如果你还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名程序
员，你也有可能发现本书会帮到你，但是你要确保缓慢地前进，并且一路认真完成示
例和习题。还要牢记，本书会花比讲授编程基础知识更多的时间来讲授 Python 本身。
如果你发现自己因困惑而迷失在这里，我鼓励你在着手阅读本书之前，先了解一下通
用的编程导论。Python 官方网站提供了许多面向初学者的有用资源链接。
正式地讲，本书旨在成为所有初学者的第一个 Python 读本。对于一些之前从没有接触过电
脑的人，它可能不是一种理想资源（例如，我们不会花费任何时间来了解电脑是什么），
但是关于你的编程背景和学历，我没有做过多假设。
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把读者当作“傻瓜”来事无巨细地解释所有细节，毕竟在 Python 中做

注 2： 标准免责声明：我撰写了本书和先前提过的另一本书，两者可作为组合一起使用：《Python
学习手册》讲授了语言的基本原理，《Python 编程》讲授了应用程序编写的基础知识，
而《Python 袖珍指南》则可作为前两本的伴侣书目。这三本书全部都起源于 1995 年最初的、
宽泛的《Python 编程》这本书。建议你探索当今许多可读的 Python 书籍（在亚马逊网
站 Amazon.com，我刚刚随意一数就有超过 200 本，因为相关的书目几乎不可计数，而这
还不包括相关主题的书籍，如 Django）。我自己的出版商最近出版了一系列关于 Python
的书籍，有关仪器设备、数据挖掘、App 引擎、数值分析、自然语言处理、MongoDB、
AWS 等—— 一旦你掌握了这里的 Python 语言基本原理，这些都将成为你可以探索的特定
领域。今天的 Python 故事太过丰富，任何一本书都无法独自讲完。

8 ｜ 前言

learning_python_5e-a.indd 8

18/10/16 下午4:17

些有用的事很容易，而本书将会指引你怎样做。书中也偶尔会拿 Python 同其他语言（如 C、
C++、Java）做对比，但是如果你过去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语言，你大可放心地忽略这些比较。

本书的结构
为了帮助你上手，本节提供了本书所有主要部分内容和目标的一个快速概要。如果你万分
焦急，想要开始本书的学习，你大可略过这一节（或浏览全书目录）。然而，对于一些读
者而言，这样大部头的一本书非常值得拥有一张预先的简明路线图。
经过构思，每一部分都涵盖了这门语言的一个主要功能区，而每一部分都由若干章组成，
这些章节聚焦于本部分功能区的一个特定主题或方面。此外，每一章以习题及其答案结束，
而每一部分以更大型的练习题结束，练习题的解答在附录 D 中给出。
注意： 实践很重要：我强烈推荐读者完成本书中的全部测试题与练习题。在编程领域，没有任
何事物能够替代将你的所读付诸实践。无论你在本书中或你自己的项目中是否践行这一
点，实际编写代码都能有效地帮你加深和强化书中提到的思想。

总体上讲，本书的组织形式是自底向上的，因为 Python 语言本身也是如此。随着我们不断
前进，书中的示例与主题也将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例如，Python 的类基本上仅仅是处理
内置类型函数的包。一旦你掌握了内置类型和函数，理解类就相对容易了。由于每一部分
都建立在位于其之前的、逻辑相关的部分之上，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按顺序阅读才是
最合适的。以下是你将学习的本书主要部分的预览：

第一部分
我们以 Python 的一个总体概览开始，其中回答了经常会被问到的初步问题——为什么
人们使用这门语言，它能做些什么，等等。第 1 章介绍了潜藏于技术之下的主体思想，
为你提供一些背景知识。本部分的剩余章节将继续探讨 Python 以及程序员运行程序的
方式。主要目的是为你提供充足的信息，以便你能跟上随后的示例与习题。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 Python 语言之旅，深入学习 Python 的主要内置对象类型如数字、列
表、字典等，以及利用它们所能做的事情。你可以单独使用这些工具完成很多事情，
而它们是每段 Python 脚本的核心。这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这部分为随后的章节
奠定了基础。我们还将在这一部分探索动态类型及其引用（这是用好 Python 的关键）。

第三部分
这一部分我们将继续介绍 Python 的语句，即你输入并创建的代码，同时还将在 Python
中处理对象。这一部分还介绍了 Python 的通用语法模型。尽管本部分关注于语法，但
是它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工具（如 PyDoc 系统），第一次引入迭代的概念，并探索了
编程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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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本部分开始关注 Python 中较高层次的程序结构工具。函数其实是打包代码并重用的一
种简单方式，它避免了代码冗余。在本部分，我们将探索 Python 的作用域规则、参数
传递技巧，以及时常为人不齿的 lambda 表达式等。我们还将以函数式编程的视角回顾
迭代器，引入用户定义的生成器，并学习如何为 Python 代码计时以测试代码性能。

第五部分
Python 模块允许你将语句和函数组织为更大的组件，本部分展示了如何创建、使用以
及重新加载模块。这里我们还将关注一些更高级的主题，如模块包、模块重新加载、
包相关导入、3.3 版本的新命名空间包，以及 __name__ 变量。

第六部分
这里，我们探索 Python 的面向对象编程工具，类——一种可选但是强大的组织代码以
便定制和重用的方式，使用它能自然地将代码冗余程度降到最低。正如你将看到的，
类几乎都会重复使用我们到本书目前为止所介绍的思想，而 Python 中的 OOP 基本上就
是关于在相互链接的类组成的类树中查找名称，以及在类的方法中特殊的第一位参数
self。正如你还将看到的，在 Python 中 OOP 是可选的，但是大部分人都觉得 Python 中
OOP 的简洁性远胜于其他语言，而且 OOP 还能够极大地削减开发时间，尤其对于长期
的战略项目研发更为明显。

第七部分
本部分将总结本书关于语言基本原理的介绍，并关注 Python 的异常处理模型及语句，
同时对开发工具进行一个简明概览。当你开始编写大型程序时，这些工具将变得更加
有用（例如调试和测试工具）。尽管异常是一种相当轻量级的工具，但把这一部分安
排在类后面讨论，是由于用户定义的异常在现在的 Python 版本中本质上都是类。这里
我们还介绍了一些更高级的工具，如上下文管理器。

第八部分
在最后这个部分，我们会探索一些高级主题：Unicode 与字节串、诸如 property 和描述
符的属性管理工具、函数装饰器和类装饰器以及元类。这些章全部是选读的，因为不
是所有程序员都需要理解它们所应对的课题。另一方面，必须处理国际化文本或二进
制数据的读者，或需要开发供其他程序员使用的 API 的读者，应该会在本部分发现一
些有用的内容。这部分的示例也比本书中的大多数示例庞大，因此能充当自学材料。

第九部分
本书以四个附录的组合圆满结束，它们给出了在不同计算机上安装和使用 Python 的特
定平台相关的小窍门；展示了 Python 3.3 配备的新 Windows 启动器；总结了本书最近
几版涉及的 Python 版本中的更改，并给出了相关网上资源的链接；提供了每部分末尾
练习题的解答。而每一章的“本章习题”的答案则出现在对应的章节中。
你也可以参看目录，以获取对本书组成更加细粒度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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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是什么
考虑到多年以来本书相对大规模的读者群体，一些人不可避免地会期待本书扮演其职能外
的角色。因此，尽管我已经告知你这本书是什么，我还想澄清这本书不是什么：
•

这本书是一本教程，不是参考手册。

•

这本书介绍语言自身，而不介绍应用程序、标准库或第三方工具。

•

这本书以系统化的视角，审视一个庞大的主题，而不是一本流水账般的概览。

因为这些要点对于本书内容十分关键，关于它们我还想预先再讲一些。

它不是一本参考手册，也不是一本特定领域应用程序的指南
本书是一本编程语言教程，不是参考手册，也不是应用程序书籍。这是经过构思的：现今
的 Python 拥有内置类型、生成器、闭包、推导、Unicode、装饰器，以及过程式、面向对
象及函数式编程范式的混合。这使得单单核心语言自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主题，它同时也是
你未来全部 Python 工作的必备知识，无论你从事哪个领域。当你准备好开始学习其他资源时，
下面是给你的一些建议和提醒：

参考资源
正如前面的本书结构描述所暗示的，你可以使用索引和目录来搜寻细节，但是本书没
有任何参考文献附录。如果你正在寻找 Python 的参考资源（且大部分读者很快将会在
他们的 Python 生涯中开始这种寻找），我推荐前面提到的那本书，我把它写为本书的
姊妹篇（《Python 袖珍指南》）。我也建议你采用其他带有快速搜索的参考书目，以
及在 http://www.python.org 维护的标准 Python 参考手册。其中后者是免费的，而且在
持续更新，可以从网络上阅读，也可以在电脑上阅读它。

应用程序和库
如前所述，本书不是一本如 Web、GUI 或系统编程这类特定应用程序的指南。取而代
之的是，本书包括了一些你在编写应用程序中将用到的库和工具；虽然这里介绍了一
些标准库和工具（包括 timeit、shelve、pickle、struct、json、pdb、os、urllib、
re、xml、random、PyDoc，以及 IDLE），然而它们并不是本书主要介绍的内容。如果
你是在寻找更多关于这类主题的讲解，或是你已经精通了 Python，那么我会向你推荐
《Python 编程》这本书。不过，《Python 编程》一书假设本书的内容作为其必备的基
础知识，因此，请首先确保你扎实的掌握了这门语言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软件这类
工程领域，一个人在跑步之前必须先学会走路。

它不是行色匆匆人们的一本快餐读物
你从本书的篇幅也能判断出书中不乏详尽的细节：它讲述了完整的 Python 语言，而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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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简化子集的简单概览。一路上它也涵盖了整个软件学的原理，这些知识对写出好的
Python 程序是必要的。正如前面提到的，这是一本需要花费数星期或数月来阅读的书，旨
在向你传授要从一门有关 Python 的一整学期课程才能掌握的技能水平。
这也是有意而为的。当然，本书的许多读者不需要掌握完整量级的软件开发技能，而且一
些读者能够以一种零碎的方式吸收 Python。但与此同时，因为语言的任何部分都可能用于
你将来遇到的代码中，对于大部分程序员来说，书中没有任何一部分内容是真正可跳过的。
此外，即使轻松的脚本编写者和爱好者也需要了解软件开发的基本原理，以便写出更好的
代码以及恰到好处地使用预编写的工具。
这本书力争满足“语言”和“原理”这两个方面的需求，并拥有足够的深度以便更实用。因而，
在你逐章阅读本书并熟练掌握相关的预备知识后，终将发现 Python 中那些所谓高级的工具
（例如对面向对象和函数式编程的支持）其实也都唾手可得。

它以 Python 原本的方式顺序展开
谈到阅读顺序，本书也努力尝试最小化前向引用，但是 Python 3.X 的改变使这一目标在一
些情形下变得难以实现。
（事实上，当你学习时，Python 3.X 有时似乎假设你已经了解它了！）
一些代表性的例子包括：
•

打印、排序、字符串 format 方法，以及一些依赖函数关键字参数的 dict 调用。

•

字典键列表与测试，以及许多工具周围使用的 list 调用，暗含有迭代的概念。

•

使用 exec 运行代码现在假定你已经掌握文件对象与接口的相关知识。

•

编写新式的异常需要你掌握类和 OOP 的基本概念。

•

诸如此类——甚至基本的继承也引入了高级主题（如元类和描述符）。

由简至繁逐步前进仍旧是学习 Python 的最佳方式，因此这里顺序阅读是最有意义的。依然，
一些主题可能需要非顺序跳读与随机查找。为了将非顺序阅读的程度降到最低，当向后依
赖出现时，本书将会指出它们，并会尽可能地缓解它们的影响。
注意：假如你时间紧张：尽管深度对于掌握 Python 至关重要，但一些读者很可能时间有限。如
果你希望开启一段快速的 Python 旅程，我建议阅读第 1 章、第 4 章、第 10 章及第 28 章（也
许还有第 26 章）—— 一个简短的调研有助于激发你对本书剩余部分所讲述的更为完整
故事产生兴趣，这些是大部分读者在现今的 Python 软件世界里所需要的。整体上看，本
书被有意地以此种方式分层，以使其材料更易于读者吸收——本书的介绍伴随着细节，
因此你能够从概览开始，并随时间的推移深入挖掘。你不必一口气阅读完本书，其平缓
的介绍方式将帮助你理解它所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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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程序
通常，本书总是竭力对 Python 版本与平台保持客观中立。它旨在面向全体 Python 用户。
虽然如此，因为 Python 随时间改变，且各个平台在实践中有所不同，所以我会介绍你将在
本书大部分示例中遇到的实际的特定平台。

Python 版本
本书的全部程序示例，都基于 Python 3.3 和 2.7。此外，许多示例都可以在之前的 3.X 和 2.X
发行版下运行，并且有关在早期版本中语言更改历史的提示会一路搭配在本书中，以照顾
老式 Python 的使用者。
由于本书聚焦于语言核心，因此本书要讲的大部分内容在未来 Python 发行版中都不会有太
大改变。除了少数地方，本书大部分内容也都能应用于较早的 Python 版本；当然，如果你
尝试使用一个发行版中新增的扩展，那么情况就与此不同了。根据以往经验，如果你具备
自我提升的自学能力，那么最新的 Python 就是最好的 Python。
因为本书聚焦于语言核心，所以它的大部分内容还适用于 Jython 和 IronPython，它们是基
于 Java 和 .NET 的 Python 语言实现，同样也适合其他 Python 实现，如 Stackless 与 PyPy（在
第 2 章讲述）。这样的替代方案在使用细节上有很大不同，而不是在语言定义上。

平台
本书中的示例曾经运行于 Windows 7 和 8 的超级本，

注3

但是 Python 的可移植性使其成为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在着眼于基本原理的本书中。你会注意到一些 Windows 主义
的事物（包括命令行提示符、少量的屏幕截图、安装指示，以及一篇有关 Python 3.3 中新
Windows 启动器的附录）。不过它们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 Python 入门者很可能
从 Windows 平台上开始学习，而其他操作系统的使用人员可以放心地忽视这些内容。
我还会给出像 Linux 这样的其他平台上的启动细节，诸如对“#!”行的使用，但是正如第 3
章和附录 B 所述，即使是此种用法，Python 3.3 的 Windows 启动器也使它成了一种更具移
植性的技巧。

获取本书的代码
本书示例的源代码，以及练习题的解答，可以在下面给出的本书网站上以 zip 文件格式获取：
注 3：

大部分在 Windows 7 环境下运行，但是这与本书主题无关。在写作本书时，Python 安装
在 Windows 8 上，并在其桌面模式下运行，这本质上与我所写的没有开始按钮的 Windows
7 是 相 同 的（ 你 可 能 需 要 为 从 前 的 开 始 按 钮 菜 单 项 创 建 快 捷 方 式）。 而 对 WinRT/
Metro“app”的支持依旧处于待定状态。参看附录 A 以获取更多细节。坦白地讲，当我
写下这段文字时，Windows 8 的未来是不明朗的，因此本书将尽可能地保持版本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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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reil.ly/LearningPython-5E
这个站点既包括本书中的全部代码，也含有包使用说明，因此你可以在其中寻求更多的细节。
当然，在本书的上下文中运行相应的示例能够让你获得最佳的学习体验，而通常你也将需
要一些运行 Python 程序的背景知识来利用这些示例。我们将在第 3 章学习启动细节，因此
请继续学习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使用本书的代码
本书中的代码旨在讲授相关知识，如果代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到你，我将非常高兴。
O’Reilly 出版社自身拥有关于一般性重复使用书籍示例的官方政策，我将它们粘贴到这里
以供参考：
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你完成工作。通常，你可以在你的程序和文档中使用书中的代码。
你不必联系我们来获得许可，除非你复制了很大一部分的代码。例如，编写一段使用
本书中若干代码块的程序并不需要许可。出售或发布一张 O’Reilly 出版社书中示例的
CD-ROM 则需要许可。通过引述本书及引用示例代码来回答一个问题不需要许可。在
你产品的文档中包含本书中大量的示例代码则需要许可。
我们感谢，但是不强求你注明引用。引用注明通常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以及 ISBN。
例如，“Learning Python, Fifth Edition, by Mark Lutz. Copyright 2013 Mark Lutz，978-14493-5573-9”。
如果你觉得对代码示例的使用超出合理范围，或在以上给出的许可范围之外，那么请联系
我们，邮箱 permissions@oreilly.com。

字体约定
当然，你开始阅读后就会明白本书的排版机制，不过作为参考，本书使用了如下的排版约定：
斜体（Italic）
用于电子邮件地址、URL、文件名称、路径名称，以及强调第一次引入的新术语。
等宽字体（Constant width）
用于程序代码、文件内容和命令行输出，以及指明模块、方法、语句和系统命令。
等宽粗体（Constant width bold）
在代码片段中使用，显示命令以及需要由用户输入的文本，并且偶尔被用来突出代码
的个别部分。
等宽斜体（Constant width italic）
用于可替换的文字和代码片段中的一些注释。

14 ｜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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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表示一个小贴士、建议或有关附近文本的通用提示。
警告： 表示附近有关文本的一种警告或警示。

纵观全书，你还会发现偶尔出现的边栏（由方框分隔）和脚注（在页脚），通常为选读内容，
但是提供了有关主题的额外背景。例如，像“请留意：分片”这样的边栏，经常给出示例
使用案例，补充正在被探索的主题。

书籍更新与资源
本书的更新、增补，以及更正（勘误）将在网页上维护，你可以在出版社的网站上或通过
邮件来参与提议。以下是一些主要联系方式：
出版社的网站：http://oreil.ly/LearningPython-5E
这个网站维护本书的官方勘误列表，以及按照时间记录的用于重印本书的补丁。它还
是前面介绍的本书示例的官方网站。
作者网站：http://www.rmi.net/~lutz/about-lp5e.html
这个网站将用于发布有关本书内容或 Python 自身更为通用的更新——用以应对未来的
变化，你也可以将它看作本书的某种虚拟附录。
我的出版商也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用来收集有关本书的评论和技术问题：
bookquestions@oreilly.com
info@mail.oreilly.com.cn
想要了解有关我的出版商的书籍、研讨会、资源中心以及 O’Reilly 网络等的更多信息，请
参看它的综合网站：
http://www.oreilly.com
http://www.oreilly.com.cn
想要了解我写作书的更多信息，请参看我自己的书籍支持站点：
http://www.rmi.net/~lutz
如果前面的任何链接因时间久了而变得无效，那么还需要你自己搜索网络来确认；毕竟今
天的网络瞬息万变。

致谢
当我在 2013 年写作本书第 5 版时，过去的时光在我脑海中依旧挥之不去。到现在，我已经
使用和推广 Python 20 余年，写作关于它的书籍 18 年，讲授以它为主的实体课程 16 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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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时间流逝，我现在仍旧不时会惊讶于这门语言所获得的成功——这种成功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我们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冒着被当作一名极度自恋的作者的风险，我
还是希望你能原谅结尾前这里的回顾之语与感激之词。

幕后故事
我自己与 Python 的相识在时间上要早于 Python 1.0 和网络时代（并且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
时间点，那时人们认为安装网络就意味着获取电子邮件信息、拼接、解码，同时祈求一切
都顺利进行）。作为一名受挫的 C++ 软件开发人员，当我在 1992 年第一次发现 Python 时，
对于它将在我人生中接下来的 20 年产生何种影响，我根本一无所知。我在 1995 年完成了
面向 Python 1.3 的《Python 编程》一书的第 1 版。两年后，我开始了周游全国和全世界的
旅行，并为入门者以及专家讲授 Python。由于在 1999 年完成了《Python 学习手册》的第
1 版，我成为一名独立的 Python 培训师与作家，某种程度上也多亏了 Python 呈现象级增长
的受欢迎程度。
下面是我折腾到现在的结果。我目前已经撰写了 13 本 Python 书籍，按我自己的统计，总
计大概售出 40 万本。我已经教授 Python 课程 5 年；在美国、欧洲、加拿大及墨西哥讲授
了约 260 堂 Python 训练课；并且一路上遇到了 4000 多名学生。除了推着我向一个飞行常
客的理想国不断前进外，这些课堂帮助我完善了这里的文字以及我的其他 Python 著作。教
书打磨了教材，反之亦然，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书籍十分贴近我的课堂，并且能够充当课
堂之外、独立可行的替代解决方案。
至于 Python 本身，随着最近几年的不断成长，它已跻身于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编程语言中
的前 5 ～ 10 名（具体排名依赖于你引用了哪个来源，以及引用的时间）。因为我们将在本
书的第 1 章探索 Python 的地位，所以我会推迟这个故事的剩余部分在那里讲述。

感谢 Python
因为教授 Python 教会了我如何去教课，所以本书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线下课堂。我要感
谢所有参加我课程的学生。伴随着 Python 自身的变化，你们的反馈对于这里文字形成的影
响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什么比亲身在现场经历过 4000 人重复一些初学者易犯的错误更具
教育意义了！本书最近几版的修订基于现场教学，主要来源于近期开设的培训班，当然从
1997 年起的每堂培训课都或多或少地为本书的成书提供了帮助，但根本上也归功于最近的
课堂。我想感谢所有的客户，你们主持了在都柏林、墨西哥城、巴塞罗那、伦敦、埃德蒙顿，
以及波多黎各等地的课堂；这样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持久的回报之一。
因为写书教会了作家如何去写作，所以本书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它的读者。我想感谢我
的读者朋友们，在过去的 8 年多，你们抽出时间，以线上和线下的方式，贡献了宝贵建议。
你们的反馈对于本书的改进也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本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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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这似乎是一种先天的优势。而读者的评论包罗万象、无处不在，从“你应该被禁
止写作”，到“上帝保佑你写出这本书”；如果说在这样的事情上达成共识是可能的话，
它很可能处于两者之间，借用来自托尔金的一句话：书还是太短了。
对于每一位在本书出版过程中贡献力量的人，我都致以衷心的感谢。对于那些多年以来帮
助本书成为一件可靠产品的人们，包括编辑、排版人员、营销人员、技术审校等，我都致
以衷心的感谢。我还想感谢 O’Reilly 出版社，给予我创作 13 本书的机会；这个过程是充满
乐趣的（不过只是有点像电影《土拨鼠之日》

译注 4

）。

此外，我还要感谢整个 Python 社区；同大部分开源系统一样，Python 也是为数众多、默默
无闻的贡献者创作的产品。我非常荣幸能够见证 Python 从一个脚本语言的懵懂孩童，成长
为一种广为使用的工具，并以一种潮流的方式被几乎每一个编写软件的组织机构所使用。
抛开技术性的争论，这个奋进的过程从始至终都是激动人心的。
我还想感谢 O’Reilly 出版社我最初的编辑，已故的 Frank Willison。本书基本上是 Frank 的
想法。他对于我的职业生涯，以及 Python 新诞生时所取得的成功，都有深远的影响，每当
我忍不住错误使用“只有”这个词时，我都会回想起这份馈赠。

私人感谢
最后是一些更加私人的感谢之词。感谢已故的 Carl Sagan，你鼓舞了一个 18 岁的威斯康辛
少年。感谢我的母亲，您给我勇气。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是你们陪伴我发现博物馆中的秘密。
感谢《浅薄》The Shallows 这本书，为我敲响了急需的警钟。
感谢我的儿子 Michael 和女儿 Samantha 与 Roxanne，你们令我欣慰。我不知道你们长大后
的模样，但是我为你们现在的一切感到骄傲，并期望看到生活下一步引领你们所去往的方向。
感谢我的妻子 Vera，你的耐心、不离不弃、健怡可乐以及蝴蝶脆饼。我无比庆幸能在生命
中与你相遇。我不清楚接下来的 50 年会发生什么，但我唯一确信的是，我希望这全部的
50 年都能陪伴在你身旁。
——Mark Lutz，2013 年春于 Larch

译注 4： 美国电影《土拨鼠之日》讲述了男主人公的生活定格于“土拨鼠日”，不断重复度过同一
天的神奇故事。

前言 ｜ 17

learning_python_5e-a.indd 17

18/10/16 下午4:17

learning_python_5e-a.indd 18

18/10/16 下午4:17

第一部分

使用入门

learning_python_5e-a.indd 19

18/10/16 下午4:17

learning_python_5e-a.indd 20

18/10/16 下午4:17

第1章

问答环节

如果你已经购买了本书，或许你已经知道 Python 是什么，也清楚为什么 Python 是一个值
得学习的重要工具。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么通过学习本书并完成一两个项目之后，你将会
迷上 Python。本书第 1 章首先会简要介绍一下 Python 流行背后的一些主要原因。为了构建
一个对 Python 的定义，本章将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涵盖新手可能提出的一些最常见的问题。

人们为何使用 Python
如今有众多可选的编程语言，这往往是入门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鉴于目前大约有 100 万
Python 用户，我的确没有办法完全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开发工具的选择有时取决于特定
的约束条件或者个人喜好。
然而，过去的 16 年中对近 260 个团体组织和 4000 名学生的 Python 培训过程，让我见证了
人们做出这一选择的一些共性原因。大部分 Python 用户都提到了下面这些原因：

软件质量
对于很多人而言，Python 更注重可读性、一致性和软件质量，这使得它区别于脚本语
言世界中的许多其他工具。Python 代码在设计之初就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因此具备了
比传统脚本语言更优秀的可重用性和可维护性。即使代码并非你亲手所写，Python 的
一致性也保证其易于理解。此外，Python 支持软件开发的高级重用机制。例如面向对
象（object-oriented，OO）以及函数式编程（function programming）。

开发者生产效率
相对于 C、C++ 和 Java 等编译 / 静态类型语言，Python 的开发者效率提高了数倍。
Python 代码的长度往往只有 C++ 或 Java 代码的 1/5~1/3。这就意味着可以录入更少的
代码，调试更少的代码，并在开发完成之后维护更少的代码。并且 Python 程序可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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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运行，而无需传统编译 / 静态语言所必需的编译及链接等步骤，进一步提高了程序员
的效率。

程序的可移植性
绝大多数的 Python 程序不做任何改变即可在所有主流计算机平台上运行。例如，在
Linux 和 Windows 之间移植 Python 代码，只需简单地在机器间复制代码即可。此外，
Python 提供了多种可选的代码库，用于编写包括用户图形界面、数据库接入、基于
Web 的系统等在内的各种程序。其中甚至包括程序启动和文件夹处理这样的操作系统
级接口，也成为 Python 可移植性的一部分。

标准库的支持
Python 内置了众多预构建并可移植的功能模块，这些功能模块叫作标准库（standard
library）。标准库支持一系列应用级的编程任务，涵盖了从字符模式到网络脚本编程的
匹配等方面。此外，Python 可通过自行开发的库或众多第三方的应用来支持软件的扩展。
Python 的第三方支持工具包括网站搭建、数值计算、串口读写、游戏开发等各个方面（参
考接下来的样例）。例如，NumPy 是一个免费的，与 MATLAB 一样功能强大的数值
计算开发平台。

组件集成
Python 脚本可通过多种集成机制轻松地与应用程序的其他部分进行通信。这种集成
使 Python 成为实现产品定制和扩展的工具。目前，Python 代码可以调用 C 和 C++
的库，可以被 C 和 C++ 的程序调用，可以与 Java 和 .NET 组件集成，可以与 COM
和 Silverlight 等框架进行通信，可以通过串行端口与设备进行连接，并且可以通过
SOAP、XML-RPC 和 CORBA 等接口与网络进行交互。Python 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
工具。

享受乐趣
Python 的易用性和强大内置工具使编程成为一种乐趣，而不是琐碎的重复劳动。这是
一个难以言表的优点，将对开发效率的提升有很重要的帮助。
以上因素中，对于绝大多数 Python 用户而言，前两项（质量和效率）也许是 Python 最具
吸引力的两个优点，值得我们用更加完整的篇幅进行论述。

软件质量
从设计之初，Python 就秉承了一种独特的简洁而极具可读性的语法，以及一种高度一致的
编程模型。正如过去某次 Python 会议标语所宣称的那样，Python 似乎是“与人脑思维直觉
吻合”，也就是说，Python 的语言特性以一种一致和受限的方式进行交互，并自然地遵守
一套紧凑的核心概念。这使得 Python 易于学习、理解和记忆。事实上，Python 程序员在阅
读和编写代码时无须经常查阅手册。Python 是一个设计风格始终如一的开发平台，可以保
证开发出具有一致性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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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理念上讲，Python 采取了一种所谓极简主义的设计理念。这意味着尽管实现某一编
程任务通常有多种方法，往往只有一种方法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些不是那么明显的方法，
而且贯穿整门语言都采用这一套紧凑的交互形式。此外，Python 并不会为你做任意的选择；
当交互模棱两可时，使用简洁明了的解决办法要优于“魔法”般的方式。在 Python 的思维
方式中，明确胜于隐晦，简单胜于复杂

注1

。

除了以上的设计宗旨，Python 还包含模块化、OOP 在内的一些工具来自然地提升程序的可
重用性。而且由于 Python 致力于提升编码质量，Python 程序员也都自然而然地秉承了这一
理念。

开发者效率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使有限的程序员与日益繁多的软件开发项
目之间的矛盾愈发严重；开发者开发系统的速度常常要求赶上互联网演变的速度。在这一
浪潮过后的公司裁员和经济衰退时期，产业图景又悄然改变。公司开始要求更少的程序员
来完成相同的开发任务。
无论在以上哪种背景下，Python 作为开发工具均以付出更少的精力完成更多的任务而脱颖
而出。Python 致力于开发速度的最优化：其简洁的语法、动态类型、无须编译、内置工具
包等特性使程序员能够快速完成项目开发，而使用其他开发语言则需要几倍的时间。其最
终结果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语言，Python 把开发者效率提高了数倍。不论所处的时代是欣
欣向荣还是萧条而不景气，也无论软件行业未来的走势是起还是落，这都是一件值得庆幸
的事。

Python 是一门“脚本语言”吗
Python 是一门通用型的编程语言，而它时常扮演着脚本语言的角色。一般来说，Python 可
定义为一门面向对象的脚本语言：这个定义把对面向对象的支持和彻底的面向脚本语言的
角色融合在一起。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说 Python 是一门融合了面向过程、函数式
和面向对象编程范式的多目标语言。这句话抓住了今天 Python 涉及的领域及其丰富的内涵。
无论怎样，术语“脚本”一词已经同胶水一样黏在了 Python 上，这不同于其他需要编写大
量繁复代码的语言。例如，人们往往用“脚本”（script）而不是“程序”（program）一
词来描述 Python 的代码文件。出于对这项传统的沿袭，本书中“脚本”与“程序”是可以
注 1：

想要更加完整地一览 Python 哲学，在任何 Python 交互式命令行（你将在第 3 章学会如何
使用它）下输入命令 import this。这将会展示一个在 Python 中隐藏的“彩蛋”——构筑
Python 的设计理念集合，它们渗透到语言本身和用户社区的方方面面。缩写 EIBTI 是当
今“明确胜于隐晦”规则的最流行行话。这些理念足以成为 Python 的箴言和信条，本书
会经常引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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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替代的，其中“脚本”往往倾向于描述简单的顶层代码文件，而“程序”则用来描述
那些相对复杂一些的多文件应用。
由于“脚本语言”的意思可谓众说纷纭，因而，一些人也认为该词在 Python 中的使用应该
被完全禁止。实际上，人们往往给 Python 冠以以下三个不同的角色，其中有些角色相对其
余的角色更重要：

Shell 工具
偶尔当人们听到 Python 是脚本语言时，他们会认为 Python 是一个面向系统的脚本语言
代码工具。这些程序往往在命令行运行中，实现诸如文本文件的处理以及启动其他程
序等任务。
Python 程序当然能够以这样的角色工作，但这仅仅是 Python 常规应用范围的很小一部
分。它不只是一种很好的 Shell 脚本语言。

控制语言
对其他人而言，脚本意味着控制或重定向其他应用程序组件的“胶水”层。Python 经
常部署于大型应用之中。例如，测试硬件设备时，Python 程序可以调用能够进行硬件
底层访问的相关组件。类似地，在终端用户产品定制的过程中，应用程序可以在策略
点处调用一些 Python 代码，而无需分发或重新编译整个系统代码。
Python 的简洁性使其从本质上能够成为一个灵活的控制工具。然而从技术上来讲，这
也只是 Python 的常规角色之一；许多（或许也是绝大多数）Python 代码作为独立的脚
本执行时无须调用或者了解其他的集成组件。然而，Python 不只是一种控制语言。

使用便捷
可能对“脚本语言”最好的解释，就是一类应用于快速编程任务的一种简单语言。对
于 Python 来说，这确实是实至名归，因为 Python 和 C++ 之类的编译语言相比，大大
提高了程序开发速度。其敏捷的开发周期促进了探索、增量式的软件开发模型，而这
些都是必须亲身体验之后才能体会得到的。
但是千万别被迷惑，误以为 Python 仅可以实现简单的任务。恰恰相反，Python 的易用
性和灵活性使编程任务变得简单。Python 有着一些简洁的特性，但是它允许程序按照
需求以尽可能优雅的方式扩展。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它通常应用于快速作业任务和长
期战略开发。
所以，Python 是不是脚本语言呢？这取决于你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一般意义上讲，“脚
本语言”一词可能最适用于描述一种 Python 所支持的快速和灵活的开发模式，而不是特定
的应用领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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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Python 的缺点是什么
在经过 21 年的 Python 使用、18 年 Python 主题的写作和 16 年 Python 的教学之后，我发现
Python 重大且普遍的唯一缺点就是，在现有的实现方式下，与 C 和 C++ 这类完全编译并且
较底层的语言相比，Python 的执行速度还不够快。尽管这类任务在今天已经非常少见，你
仍有可能需要使用较底层语言来接近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些底层语言同底层硬件的架构有
着更加直接的对应关系。
本书后面将对实现方式的概念进行详细阐述。简而言之，目前 Python 的标准实现方式是将
源代码的语句编译（翻译）为字节码（byte code）的形式，之后再将字节码解释出来。由
于字节码是一种与平台无关的格式，因而它具有可移植性。然而，因为 Python 通常不会将
代码编译成底层的二进制代码（例如 Intel 芯片的指令），一些 Python 程序将会比像 C 这
样的完全编译语言慢一些。下一章将要讨论的 PyPy 系统能够通过在程序运行时的进一步编
译来达到在某些代码上 10 到 100 倍的运行加速，但这是一个独立的替代实现。
程序的类型决定了是否需要关注程序的执行速度。Python 已经优化过很多次，并且 Python
代码在绝大多数应用领域运行的速度也足够快。此外，一旦使用 Python 脚本做一些“现实”
世界的事情，程序实际上是以 C 语言的速度运行的，例如处理某一个文件或构建一个用户
图形界面（GUI）。因为在这样的任务中，Python 代码会立即调用 Python 解释器内部已经
编译的 C 代码。究其根源，Python 开发速度带来的效益往往比执行速度带来的损失更为重要，
特别是在现代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得到极大提升的情况下。
然而即便当今 CPU 的处理速度很快，在一些应用领域仍然需要优化程序的执行速度。例如，
数值计算和动画渲染，常常需要其核心数值处理单元至少以 C 语言的速度（或更快）执行。
如果你在以上领域工作，仍然可以使用 Python：只需通过分离一部分需要优化速度的应用，
将其转换为编译好的扩展组件，并在整个系统中使用 Python 脚本将这部分应用连接起来。
本书我们将不会再谈论这个扩展的问题，但这却是一个我们先前所提到过的 Python 作为控
制语言角色的鲜活例子。NumPy 是采用双语言混编策略的一个重要例子：作为一个 Python
的数值计算扩展，NumPy 将 Python 变为一个既高效又简单易用的数值计算编程工具。这些
扩展将会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强有力的优化工具。

如今谁在使用 Python
在编写本书的时候，乐观估计，此时全球的 Python 用户将达到 100 万（略微有些出入）。
这个估计是基于各种数据统计的。例如，下载率、网页统计和用户抽样调查。因为 Python
开放源代码，没有注册许可证总数的统计，因此很难得到精确的用户总数。此外，在 Linux
的各种发行版、Mac 电脑和大范围的硬件和产品中都内置了 Python，进一步模糊了用户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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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 Python 设计权衡：一些难以把握的方面
我曾提到过执行速度是 Python 唯一主要的缺点。对于绝大多数 Python 用户，尤其是
新手来讲，确实是这样的。很多人发觉 Python 简单易学，使用中充满乐趣，尤其与
它的同时代语言（如 Java、C# 和 C++）相比时，这点就愈加明显。但是 , 作为一个喜
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 有必要同时从教学者和开发者的角度介绍一下我沉浸 Python
世界 20 年来注意到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设计权衡。
作为一名教学者，我发现有时候 Python 及其库的更新速率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偶尔
甚至会影响语言自身的成长。这部分是由于教员和书籍作者指望这些前沿的东西过
活——我的工作就是教授这门语言而不管它经常性的变化，这任务有点像不时地记录
猫群中猫的数量！无论怎么说，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忧虑。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虽
然 Python 起初提出了“保持简单”的主旨，但是在今天 Python 却又常常被归入到追
求更加复杂解法潮流中的一员，这当然是以初学者的学习曲线为代价的。这本大部头
的书是这一潮流的间接证据。
另一方面，按大多数标准 Python 仍旧比其他编程语言简单得多，它至多也只是为了
满足今天所需扮演的种种角色才变得复杂。它总体上的连贯性和开放的本质仍是它引
人注目的特征。此外，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站在这一领域的前沿阵地——Python ’ s 2.X
版本的持续流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名开发者，我有时对 Python 开发的“电池依赖”方法中的内在权衡也会产生质疑。
Python 对预构建工具的强调有时会增加依赖性（如果你的电池变化了，毁坏了或者弃
用了，会怎么样呢？），它对在一般原则下特殊案例解决方法的鼓励会使用户在长期
受益（当你不知道一件工具的目的，你又如何去评估或是使用它呢？）。在本书中，
我们将会看到关于这两种担忧的例子。
对于普通的用户，尤其是爱好者和初学者，Python 依赖工具包的特点是一大优势。但
当你发现预构建（precoded）的工具包不够用时，也不必太惊讶，因为你将受益于本
书所传授的相关知识。或者，如谚语所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书的工
作很大程度上是教你构建工具而不是仅仅使用工具。
正如在本章中到处提到的，Python 和它的工具箱模型也受限于一般开源项目的共有缺
点——存在潜在的少数人的个人偏好压倒多数人使用习惯的情况，偶尔还会变得无政
府化甚至精英化。这些趋势在 Python 的最新发行版本中正愈发变得严重。
在本书的末尾，我们将再次回顾这些权衡，在那时你将对 Python 有足够的了解，并
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作为一个开源系统，Python“是”什么由它的用户来定义。总
的来说，今日的 Python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流行，而它的增长也仍无放缓的迹象。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更像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主观判断，无论你支持 Python 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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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Python 从广泛的用户基础和活跃的开发者社区中受益良多。在当今世界最为广
泛使用的编程语言中，Python 可以排在 5~10 名之间（精确的排名随着源码和日期而变化）。
由于 Python 有近 20 余年的发展历史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Python 也拥有相当的稳定性和
健壮性。
除了被个人用户使用并推进之外，Python 也被一些公司应用于商业产品的开发上。例如，
一些被人们熟知的 Python 企业用户有：
•

Google 在其网页搜索系统中大量使用了 Python。

•

流行的 YouTube 视频分享服务大部分是由 Python 编写的。

•

Dropbox 存储服务的服务器端和桌面端软件主要都是通过 Python 编写的。

•

树莓派（Raspberry Pi）单片机推广 Python 作为其教学语言。

•

EVE Online 这款大型多人网络游戏（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MMOG）广
泛地使用 Python。

•

广为流行的 P2P 文件分享系统 BitTorrent 的起源就一个 Python 程序。

•

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 & Magic）、皮克斯（Pixar）等电影特效制作公司使用
Python 制作动画电影。

•

ESRI 在其流行的 GIS 地图产品中使用 Python 作为终端用户的定制工具。

•

Google 的 App Engine 网页开发框架使用 Python 作为其应用程序语言。

•

IronPort 电子邮件服务器产品中使用了超过 100 万行的 Python 代码实现其作业。

•

Maya 这款强大的集成化 3D 建模和动画系统，提供了一个 Python 脚本编程 API。

•

NSA 在加密和智能分析中使用 Python。

•

iRobot 使用 Python 开发商用和军用的机器人设备。

•

Steam 平台上流行的游戏 《文明 IV》中可定制的脚本化事件是完全用 Python 写的。

•

One Laptop Per Child（OLPC）工程使用 Python 构建其用户界面与活动模型。

•

Netflix 和 Yelp 在它们软件的架构中都记录了 Python 所扮演的角色。

•

Intel、Cisco、Hewlett-Packard、Seagate、Qualcomm 和 IBM 使用 Python 进行硬件测试。

•

在金融市场预测方面，JPMorgan Chase、UBS、Getco 和 Citadel 使用 Python。

•

NASA、Los Alamos、Fermilab、JPL 等机构使用 Python 实现科学计算任务。

还有许多方面都有 Python 的身影——尽管这个清单只列举了一部分代表，一份完整的清单
却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清单本身也无疑会随着时间变化。如果你想获取一份最新的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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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用户、应用程序和软件的样本，请浏览下面这些在 Python 站点和维基百科上的网页，
你也可以用喜欢的浏览器进行搜索：
•

成功案例：http://www.python.org/about/success

•

应用程序领域：http://www.python.org/about/apps

•

用户意见：http://www.python.org/about/quotes

•

维基百科页面：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ython_software

如今贯穿所有使用 Python 公司的唯一共同思路也许就是：Python 在所有的应用领域几乎无
所不能。Python 的通用性使其几乎能够应用于任何场合，而不是只能在一处使用。实际上，
我们这样说也不为过：无论是短期策略任务（例如测试或系统管理），还是长期战略上的
产品开发，Python 都已经证明它能胜任。

使用 Python 可以做些什么
Python 不仅仅是一个设计优秀的程序语言，它能够完成现实中的各种任务，包括开发者日
复一日所做的事情。作为编写其他组件、实现独立程序的工具，它通常应用于各种领域。
实际上，作为一种通用语言，Python 的应用角色几乎是无限的：你可以在任何场合应用
Python，从网站和游戏开发到机器人和航天飞机控制。
尽管如此，Python 的应用领域仍可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下文将介绍一些 Python 如今最常见
的应用领域，以及每个应用领域内用到的一些工具。我们不会深入探讨每个工具，如果你
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可以从 Python 网站或其他一些资源中获取更多的信息。

系统编程
Python 对操作系统服务的内置接口，使其能够成为编写可移植的维护操作系统的管理工具
和部件（有时也称为 Shell 工具）的理想工具。Python 程序可以搜索文件和目录树，可以
运行其他程序，用进程或线程进行并行处理等。
Python 的标准库绑定了 POSIX 以及其他常规操作系统（OS）工具：环境变量、文件、套
接字、管道、进程、多线程、正则表达式模式匹配、命令行参数、标准流接口、Shell 命令
启动器、文件名扩展、zip 文件工具、XML 和 JSON 解析器、CSV 文件处理器等。此外，
很多 Python 的系统工具设计时都考虑了其可移植性。例如，复制目录树的脚本无须做任何
修改就可以在几乎所有的 Python 平台上运行。EVE Online 所采用的 Stackless Python 实现（参
阅第 2 章）还为多处理需求提供了高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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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用户界面（GUI）
Python 的简洁以及快速的开发周期十分适合开发桌面 GUI 程序。Python 内置了 tkinter（在
2.X 版本中为 Tkinter）的标准面向对象接口 Tk GUI API，使 Python 程序可以生成可移植
的本地化设计感的 GUI。Python/Tkinter GUI 不做任何改变就可以运行在微软 Windows、
X Windows（UNIX 和 Linux）以及 Mac OS（Classic 和 OS X 都支持）等平台上。一个免
费的扩展包 PMW，为 Tkinter 工具包增加了一些高级部件。此外，基于 C++ 平台的工具包
wxPython GUI API 可以使用 Python 构建可移植的 GUI。
诸如 Dabo 等一些高级工具包是构建在 wxPython 和 tkinter 的基础 API 之上的。通过适当的
库，你可以在 Python 中使用其他的 GUI 工具包。例如，通过 PyQt 使用 Qt，通过 PyGTK
使用 GTK，通过 PyWin32 使用 MFC，通过 IronPython 使用 .NET，以及通过 Jython 或
JPype（Java 版本的 Python，我们将会在第 2 章中进行介绍）使用 Swing 等。对于运行于
浏览器中的应用或具有一些简单界面需求的应用，Jython 和 Python Web 框架以及服务器端
CGI 脚本（下一节将介绍）都能够作为实现用户界面的选项。

Internet 脚本
Python 提供了标准 Internet 模块，它使得 Python 程序能够广泛地在多种网络任务中发挥作
用，无论是在服务器端还是在客户端。脚本可以通过套接字进行通信；从发送到服务器端
的 CGI 脚本表单中提取信息；通过 FTP 传输文件；解析、生成 XML 和 JSON 文档；发送、
接收、生成和解析 Email；通过 URL 获取网页；从获取的网页中解析 HTML 文件；通过
XML-RPC、SOAP 和 Telnet 等协议进行通信等。Python 的库使这一切变得相当简单。
不仅如此，从网络上还可以获得很多使用 Python 进行 Internet 编程的第三方工具。例如，
HTMLGen 可以从 Python 类的描述中生成 HTML 文件；mod_python 包可以使在 Apache
Web 服务器上运行的 Python 程序更具效率，并支持 Python Server Page 这样的服务器端的
网页模板渲染；Jython 系统提供了无缝的 Python/Java 集成，而且支持在客户端运行的服务
器端 Applet。
此外，雨后春笋般出现的 Python Web 开发工具包，例如，Django、TurboGears、web2py、
Pylons、Zope 和 WebWare，使得 Python 能够快速构建功能完善和高质量的网站。很多这样
的工具包包含了诸如对象关系映射器（Object-Relational Mapper，ORM）、模型 / 视图 / 控
制器（Model/View/Controller，MVC）架构、服务器端脚本和模板系统，以及支持 AJAX
等功能，从而提供了完整的、企业级的 Web 开发解决方案。
最近，Python 扩展并进入到了富互联网应用（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RIA）领域，可使
用的工具有 IronPython 的 Silverlight、pyjs（pyjamas）和 Python 到 JavaScript 的编译器、
AJAX 框架以及部件集。Python 通过使用 App Engine 也已进军云计算和其他将在下文数据
库部分提到的领域。互联网发展到哪里，Python 就会很快驻扎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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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集成
我们前面介绍 Python 的组件集成角色时，曾把它描述为一门控制语言。Python 通过 C/C++
系统进行扩展以及嵌入 C/C++ 系统的特性，使其能够作为一种灵活的黏合语言，可以脚
本化处理其他系统和组件的行为。例如，将一个 C 库集成到 Python 中，就可以让你利用
Python 来进行测试并调用库中的其他组件；将 Python 嵌入到产品中，则可以让你在不需要
重新编译整个产品或分发源代码的情况下，单独对产品进行定制。
SWIG 和 SIP 这样的代码生成工具可以使已编译组件链接入 Python 便于脚本使用的这部
分工作自动化，并且 CPython 系统允许允许程序员将代码混合到 Python 和类似 C 的代码
中。此外还有更大一些的框架，例如，Python 在微软 Windows 平台上的 COM 支持、基
于 Java 实现的 Jython、基于 .NET 实现的 IronPython 提供了多种编写组件的替代方式。例
如，在 Windows 中，Python 脚本可利用框架对微软 Word 和 Excel 文件进行脚本处理，访
问 Silverlight 等。

数据库编程
对 于 传 统 的 数 据 库 需 求，Python 提 供 了 对 所 有 主 流 关 系 数 据 库 系 统 的 接 口， 例 如，
Sybase、Oracle、Informix、ODBC、MySQL、PostgreSQL、SQLite 等。Python 定义了一
种通过 Python 脚本存取 SQL 数据库系统的可移植的数据库 API，这个 API 对于各种底层
应用的数据库系统都是统一的。例如，因为厂商的接口实现了可移植的 API，所以一个为
自由软件 MySQL 系统编写的脚本在很大程度上不需改变就可以工作在其他系统上（例如
Oracle）。一般你只要将底层的厂商接口替换掉就可以实现。还在完善中的 SQLite 嵌入式
SQL 数据库引擎已成为自 2.5 版本后 Python 标准的一部分，它支持快速原型和基本的程序
存储需求。
在非 SQL 部分，Python 的标准 pickle 模块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对象持久化系统：它能够让
程序轻松地将整个 Python 对象保存到文件和类文件载体中，以及从这些载体中恢复。在网
络上，你也可以找到名叫 ZODB 和 Durus 的第三方系统，它们为 Python 脚本提供了完整
的面向对象数据库系统；其他诸如 SQLObject 和 SQLAlchemy 系统，实现了对象关系映射
（ORM），从而将 Python 的类模型移植到了关系型表；PyMongo 作为 MongoDB 的一个
接口（MongoDB 是一种高性能、非 SQL、开源的 JSON 风格文档数据库），使用了类似于
Python 自有的列表和字典的结构来存储数据，其文本可以使用 Python 自带的标准库 j s o n
模块进行解析和创建。
其他一些系统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数据存储方式，包括 Google App Engine 中的数据存储，
它使用 Python 的类对数据建模并提供良好的扩展性能，此外还涌现了一批诸如 Azure、
PiCloud、OpenStack 和 Stackato 的云存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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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原型
对于 Python 程序来说，使用 Python 或 C 编写的组件看起来都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我
们可以在一开始利用 Python 做系统原型，之后再将组件移植到 C 或 C++ 这样的编译语言上。
与其他原型工具不同，当确定原型后，Python 不需要重写。系统中不要求执行效率的部分
可以保持不变，从而使维护和使用变得轻松起来。

数值计算和科学计算编程
Python 也被大量地应用于数值编程，虽然这是一个不被传统脚本语言含纳和考虑的领域，
但是却逐渐成长为 Python 最具竞争力的使用案例。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著名的 NumPy 数值
编程扩展包括很多高级工具，例如，矩阵对象、标准数学库的接口等。通过将 Python 与出
于速度考虑而使用编译语言编写的数值计算的常规代码进行集成，NumPy 将 Python 变成一
个缜密严谨并简单易用的数值计算工具，这个工具通常可以替代已有的代码，而这些代码
都是用 FORTRAN 或 C++ 等编译语言编写的。
其他一些数值计算工具为 Python 提供了动画、3D 可视化、并行处理等功能的支持。例如，
常用的 SciPy 和 ScientificPython 扩展，使用 NumPy 作为核心组件并为科学编程工具提供
了额外的库。Python 的 PyPy 实现（将在第 2 章讨论）也受到了数值计算领域的极大追捧，
部分原因是数值领域这种类型的重型算法代码在 PyPy 中会运行得不可思议得快，通常会快
10 倍甚至 100 倍。

更多内容：游戏、图像、数据挖掘、机器人、Excel 等
Python 的应用领域很多，远比这里可涵盖的多得多。例如，你可以找到工具使用 Python 完
成下面的工作：
•

利用 pygame、cgkit、pyglet、PySoy、Panda3D 等进行多媒体和游戏编程。

•

使用 PySerial 扩展在 Windows、Linux 以及更多平台上进行串口通信。

•

用 PIL 和它的新分支 Pillow、PyOpenGL、Blender、Maya 等工具进行图像处理。

•

用 PyRo 工具包进行机器人控制编程。

•

使用 NLTK 包进行自然语言分析。

•

在树莓派（Raspberry Pi） 和 Arduino 板上进行设备化。

•

在谷歌安卓和苹果 iOS 系统上用 Python 提供的端口进行移动计算。

•

使用 PyXLL 和 DataNitro 插件实现 Excel 工作簿函数和宏编程。

•

使用 PyMedia、ID3、PIL/Pillow 等进行媒体文件内容和元数据标签的处理。

•

使用 PyBrain 神经网络库和 Milk 机器学习工具包进行人工智能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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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PyCLIPS、Pyke、Pyrolog 和 pyDatalog 进行专家系统编程。

•

网络监管使用的 zenoss 是用 Python 编写和定制的。

•

使用 ReportLab、Sphinx、Cheetah、PyPDF 等进行文档处理和生成。

•

使用 Mayavi、matplotlib、VTK、VPython 等进行数据可视化。

•

使用 xml 库包、xmlrpclib 模块和其他一些第三方扩展进行 XML 解析。

•

使用 json 和 csv 模块进行 JSON 和 CSV 文件的处理。

•

使用 Orange 框架、Pattern 包、Scrapy 和定制代码进行数据挖掘。

你甚至可以使用 PySolFC 程序下棋娱乐。当然，你总是可以在那些不怎么流行的行当里编
写自己个性化的脚本，帮助你进行每日的系统管理、邮件处理、文档和媒体库的整理等。
可以从 PyPI 网站或通过网络搜索（搜索 Google 或在 http://www.python.org 上获得具体链接）
找到这些领域的更多支持的链接。
尽管有着广阔的实际应用，这些特定领域当中有许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 Python 组件集成
角色的再次例证。为采用 C 这样编译语言编写的库组件添加 Python 作为前端的方式，使
Python 在不同领域广泛地发挥其自身价值。作为一种支持集成的通用型语言，Python 的应
用极其广泛。

Python 如何开发并获得支持
作为一个流行的开源系统，Python 拥有一个很大且活跃的开发社区，它以令众多商业软件
开发者认为不凡的速度进行版本更新和开发改进。Python 开发者使用一个源代码控制系统
在线协同地工作。对语言的修改要遵从一个包括写入 PEP（Python Enhancement Proposal，
Python 增强提案）或其他文档的正式协议开始，直到通过 Python 的回归测试系统为止的协
议。实际上，今天修改 Python 差不多已经和修改商业软件一样，与早期的 Python 大不相同，
那时候，只需要给 Python 的创始人发一封 E-mail 就够了，但在当今用户量巨大的情况下，
这种新的修改方法更有优势。
一个正式的非盈利组织 PSF（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Python 软件基金会），负责组
织会议并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世界各地举办了大量的 Python 会议，O’Reilly 的 OSCON
和 PSF 的 PyCon 是其中最大的会议。前者还涉及多个开源项目，后者则是专门的 Python
会议，并且近年来规模显著扩大。PyCon 2012 和 2013 两届的与会者都达到了 2500 人。事
实上，PyCon 2013 在经历了 2012 年令人惊讶的门票售罄（并成功地同时吸引到技术和非
技术公众的广泛关注，我这里不再赘述）之后，已经在这关注度方面几乎达到了极限。早
些年经常会看到与会者翻倍的情况——例如，从 2007 年的 586 名参会者增加到 2008 年的
超过 1000 名，这会给保有多年前回忆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早年的与会者只能坐满餐厅
的一个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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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的权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Python 拥有着活跃的开发社区，但这也伴随着天生的弊端。开源软件
有时也可以变得糟糕甚至是混乱不堪，并不总是像前文暗示的那样顺利地得到实现。一些
修改也许仍然会与官方协议产生分歧，不过尽管有着过程控制，正如同人类在其他领域的
努力一样：错误在所难免（例如，Python 3.2.0 在 Windows 下有一个失败的控制台 i n p u t
函数）。
此外，开源软件牺牲商业利益来换取当下开发者的个人喜好，而别人的个人喜好可能与你
相同，也可能不同。你不再是受一个大公司摆布的人质，但却也有可能成为那些能够有时
间去改变系统的人的提线木偶。总的效果就是开源软件的演化由少数人推进，但施加到多
数人身上。
尽管如此，在实践中与那些使用已经成熟的系统版本（包括 Python 2.X 和 Python 3.X 的前
期版本）的人相比，这些权衡对那些总是对新版本跃跃欲试的人来说冲击更大。举例来讲，
如果你坚持使用 Python 2.X 中的经典类，你很可能不大关心在 21 世纪头几年里类功能的爆
炸式增加和新式类模型。在 3.X 版本中，这些已经成为强制的语言特性，很多 2.X 的用户
却可以乐意地绕开这些话题。

Python 有哪些技术上的优点
显然，这是开发者关心的问题。如果你目前还没有程序设计背景，接下来这些内容可能会
显得有些令人费解：别担心，在本书中我们将会对这些内容逐一做出详细解释。不过对于
开发者来说，这将是对 Python 一些最优的技术特性的快速介绍。

面向对象和函数式
从根本上讲，Python 是一种面向对象的语言。它的类模型支持多态、运算符重载和多重继
承等高级概念，并且以 Python 特有的简洁的语法和类型为背景，OOP 十分易于使用。事实
上，即使你不懂这些术语，仍会发现学习 Python 比学习其他 OOP 语言要容易得多。
除了作为一种强大的代码组织和重用手段以外，Python 的 OOP 本质使它成为其他面向对象
系统语言的理想脚本工具。例如，通过适当的粘接代码，Python 程序可以对 C++、Java 和
C# 的类进行子类的定制。
OOP 只是 Python 的一个选择而已，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不能立马成为一个面向对象高手，
但你同样可以继续深入学习。就像 C++ 一样，Python 既支持面向对象编程也支持面向过程
编程的模式。如果条件允许，其面向对象的工具可以立即派上用场。这对策略开发模式十
分有用，该模式常用于软件开发的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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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最初的过程式（语句为基础）和面向对象（类为基础）的编程范式，Python 在最近几
年内置了对函数式编程的支持 —— 一个多数情况下包括生成器、推导、闭包、映射、装饰器、
匿名 lambda 函数和第一类函数对象的集合。这是对其本身 OOP 工具的补充和替代。

免费
Python 的使用和分发是完全免费的。就像其他的开源软件一样，例如，Tcl、Perl、Linux 和
Apache。你可以从 Internet 上免费获得 Python 的源代码。你可以不受限制地复制 Python，
或将其嵌入你的系统或者随产品一起发布。实际上，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可以销售它的
源代码。
但请别误会：“免费”并不代表“没有支持”。恰恰相反，Python 的在线社区对用户需求
的响应和商业软件一样快。而且，由于 Python 完全开放源代码，提高了开发者的实力，并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专家团队。尽管研究或改变一种程序语言的实现并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那么有趣，但是当你知道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做到这些，该是多么的令人欣慰。你不需要
去依赖商业厂商的智慧，因为最终的文档和终极的净土（源码）任凭你的使用。
Python 的开发是由社区驱动的，是 Internet 大范围的协同合作努力的结果。这个团体包
括 Python 起初的创始者 Guido van Rossum、Python 社区内公认的“终身的慈善独裁者”
（Benevolent Dictator for Life，BDFL）。Python 语言的改变必须遵循一套规范而有约束力
的程序（称作 PEP 流程），并需要经过规范的测试系统和 BDFL 进行彻底检查。正是这样
才使得 Python 相对于其他语言和系统可以保守地持续改进。尽管 Python 2.X 和 Python 3.X
版本之间的分裂有力并蓄意地破坏了这项传统，但通常它仍然体现在 Python 的这两个系列
内部。

可移植
Python 的标准实现是由可移植的 ANSI C

译注 1

编写的，可以在目前所有主流平台上编译和

运行。例如，如今从掌上电脑（PDA）到超级计算机，随处可见 Python 的运行。Python 可
以在下列平台上运行（这里只是部分列表）：
•

Linux 和 UNIX 系统

•

微软 Windows（所有现代版本）

•

Mac OS（包括 OS X 和经典版）

译注 1： ANSI C（ 又 称 ISO C， 或 标 准 C）， 是 指 由 美 国 国 家 标 准 学 会（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和国际标准化机构（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发
布的 C 语言的一系列标准。历史上，ANSI C 特指原版以及最佳支持版的 C 语言标准（也
称为 C89 或 C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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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OS、OS/2、VMS 和 QNX

•

实时操作系统，例如 VxWorks

•

Cray 超级计算机和 IBM 大型机

•

运行 Palm OS、PocketPC 和 Linux 的 PDA

•

运行 Symbian OS 和 Windows Mobile 的移动电话

•

游戏终端和 iPod

•

运行谷歌安卓系统和苹果 iOS 系统的平板和智能手机

•

以及更多

除了语言解释器本身以外，Python 发行时自带的标准库和模块在实现上也都尽可能地考虑
到了跨平台的移植性。此外，Python 程序自动编译成可移植的字节码，这些字节码在已安
装兼容版本 Python 的平台上运行的结果都是相同的（更多详细内容将在第 2 章中介绍）。
这些意味着 Python 程序的核心语言和标准库可以在 Linux、Windows 和其他带有 Python 解
释器的平台上无差别地运行。大多数 Python 外围接口都有平台相关的扩展（例如 COM 支
持 Windows），但是核心语言和库在任何平台都一样。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那样，Python
还包含了一个叫作 tkinter（Tkinter 的 2.X 版本）的 Tk GUI 工具包，它可以使 Python 程序
实现功能完整的，无须做任何修改即可在所有主流 GUI 桌面平台运行的用户图形界面。

功能强大
从语言特性的角度来看，Python 是一个混合体。它丰富的工具集使它介于传统的脚本语言（如
Tcl、Scheme 和 Perl）和系统语言（如 C、C++ 和 Java）之间。Python 提供了所有脚本语
言的简单和易用性，并且具有那些在编译语言中才能找到的高级软件工程工具。不像其他
脚本语言不同，这种结合使 Python 在长期大型的开发项目中十分有用。下面是一些 Python
工具箱中的工具简介：

动态类型
Python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跟踪对象的类型，不需要代码中进行关于复杂的类型和大小
的声明。事实上，你将在第 6 章中看到，Python 中没有类型或变量声明这种做法。因
为 Python 代码不约束数据的类型，它往往自动地应用了一种广义上的对象。

自动内存管理
Python 自动为对象分配空间，并且当对象不再使用时将自动撤销空间（“垃圾回收”），
当需要时自动扩展或收缩。正如你将学到的，Python 能够帮你完成底层的内存管理。

大型程序支持
为了能建立更大规模的系统，Python 包含了模块、类和异常等工具。这些工具允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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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系统组织为组件，使用 OOP 重用并定制代码，并以一种优雅的方式处理事件和错误。
前面提到的 Python 函数式编程工具，提供了实现相同目标的其他方法。

内置对象类型
Python 提供了常用的数据结构作为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列表（list）、字典
（dictionary）、字符串（string）。我们将会看到，它们灵活并易于使用。例如，内置
对象可以根据需求扩展或收缩，可以任意地组织复杂的信息等。

内置工具
为 了 对 以 上 对 象 类 型 进 行 处 理，Python 自 带 了 许 多 强 大 的 标 准 操 作， 包 括 拼 接
（concatenation）、分片（slice）、排序（sort）和映射（mapping）等。

库工具
为了完成更多特定的任务，Python 预置了许多预编码的库工具，从正则表达式匹配到
网络都支持。当你掌握了语言本身，就能在应用级的操作中使用 Python 的库工具。

第三方工具
由于 Python 是开源的，它鼓励开发者提供 Python 内置工具之外的预编码工具。你可以
在网上找到 COM、图像处理、数值编程、XML、数据库访问等许多免费的支持工具。
除了这一系列的 Python 工具外，Python 保持了相当简洁的语法和设计。综合这一切得到的
就是一个具有脚本语言所有可用性的强大编程工具。

可混合
Python 程序可以以多种方式轻易地与其他语言编写的组件“粘接”在一起。例如，Python
的 C 语言 API 可以帮助 Python 程序灵活地调用 C 程序。这意味着可以根据需要给 Python
程序添加功能，或者在其他环境系统中使用 Python。
例如，将 Python 与 C 或者 C++ 写成的库文件混合起来，使 Python 成为一个前端语言和定
制工具。就像之前我们所提到过的那样，这使 Python 成为一个很好的快速原型工具；系统
可以在开发初期出于速度考虑使用 Python 实现，然后转移至 C，根据不同时期性能的需要
逐步实现系统。

相对简单易用
同其他语言（如 C++、Java 和 C#）相比，Python 编程对大多数用户来讲出奇得简单。要
运行 Python 程序，你只需简单地键入 Python 程序并运行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语言（如 C
或 C++）所必需的编译和链接等中间步骤。Python 可立即执行程序，这形成了一种交互式
编程体验和不同情况下快速调整的能力，往往在修改代码后几乎能立即看到程序改变后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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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开发周期短仅仅是 Python 易用性的一方面的体现。Python 提供了简洁的语法和强大
的内置工具。实际上，Python 曾被称为“可执行的伪代码”。由于它减少了其他工具常见
的复杂性，在实现相同的功能时，Python 程序比采用其他流行语言编写的程序更为简单、
小巧，也更灵活。

相对简单易学
这一部分引出了本书的重点：尤其同其他广泛使用的编程语言比较时，Python 语言的核心
相当简单易学。实际上，如果你是一位有经验的程序员，你可以期望在几天内写出小规模
的 Python 代码，你也许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习得 Python 的一招一式，但是你并不能指望在
如此短的时间内成为专家（忘掉市面上的那些宣传广告吧）。
当然，掌握任何像今天 Python 这样的充实主题都不是一件轻松事，我们将在本书的剩余部
分致力于此项任务。但是为了掌握 Python 而进行的真正投资是非常值得的——最终你会获
取几乎在每个计算机应用程序领域都适用的编程技能。此外，很多人还发现 Python 的学习
曲线比其他的编程语言更加平缓。
这对于那些想学习语言以在工作中应用的专业人员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同样对于那些使用
Python 层进行定制和控制的系统的终端用户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如今，许多系统都依
赖于这一事实：用户可以在没有或者得到很少支持的情况下就学到足够的 Python 知识以便
当场增删他们的 Python 定制化代码。此外，Python 还孕育出一群不以编程为生而以编程为
乐的用户，他们并不需要掌握全面的软件开发技巧。尽管 Python 还是有很多高级编程工具，
但不论对初学者还是行家来说，Python 的核心语言精髓仍是相当简单的。

以 Monty Python 命名
好的，在讲完这么多技术方面的优势后，我想再揭露一个 Python 世界里面令人惊奇而保
守良好的小秘密。尽管 Python 的书和图标中有很多爬行动物，真相却是 Python 以英国喜
剧组“Monty Python”命名——这是 BBC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喜剧《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的制片方，也是至今仍在流行的少量包括《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在内
的大电影的制片方。Python 的最初创作者是 Monty Python 的粉丝，这同其他许多的软件开
发者一样（事实上，这两个领域存在某种对称性……）。
这段有趣的历史无疑增加了 Python 代码例子的幽默属性。例如，作为一般变量名命名传统
的“foo”和“bar”在 Python 世界中变成了“spam”和“eggs”。而在 Python 中偶尔出现
的“Brian”，“ni”和“shrubbery”表现得也同此类似。它甚至影响了 Python 的整个社区：
在 Python 会议上的一些事件经常被戏称为“西班牙审讯”

译注 2

。

译注 2：《西班牙审讯》（The Spanish Inquisition）是 Monty Python 出品的荒诞电视剧中的一集。
该剧讽刺了中世纪西班牙天主教审讯的残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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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如果你对这部喜剧非常熟悉，就能体会这其中的笑点，但如果不熟悉则相反。你
不必非得熟悉 Monty Python 这部剧来了解从剧中获得灵感的例子（包括你将在本书中看到
的许多例子），但至少你现在知道它们的起源了。（嗨——我已经告诉你啦。）

Python 和其他语言比较起来怎么样
最后，你也许已经知道了，人们往往将 Python 与 Perl、Tcl 和 Javat 等语言相比较。这部分
总结这方面的一些普遍共识。
我想预先表明我个人并不喜欢通过诋毁竞争者来获胜——这在长期是行不通的，而且也不
是这里的目的。此外，这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绝大多数的程序员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
都会使用许多语言。尽管如此，编程工具也展示出值得考虑的选择和权衡。毕竟，如果
Python 没有比它的竞争者提供更多的东西，那么它一开始就不会被人们使用了。
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性能上的权衡，那么这里重点谈一下功能。尽管下面列举的这些语言
也是值得学习和使用的有力工具，但人们通常认为 Python：
•

比 Tcl 强大。Python 强有力地支持“大规模编程”，使其适用于开发大型系统，它的应
用程序库也更加丰富。

•

比 Perl 更具可读性。Python 有着简洁的语法和简单连贯的设计，这反过来使得 Python
更具可读性和更易于维护，同时有助于减少程序 bug。

•

比 Java 和 C# 更简单、更易于使用。Python 是一门脚本语言，但 Java 和 C# 两者从像
C++ 这样更加大型的 OOP 系统语言中继承了许多语法和复杂性。

•

比 C++ 更简单、更易于使用。Python 代码比等效的 C++ 代码更加简单，长度只有其五
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尽管作为脚本语言，Python 有时能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

•

比 C 更加简单和高级。Python 远离底层硬件架构从而降低了代码复杂性，拥有更好的
组织结构，并比 C（C++ 的祖先）更加友善。

•

比 Visual Basic 更强大，用途广泛，也更具备跨平台特性。Python 是更加广泛使用的更
丰富的语言，它的开源本质意味着它不可能被某一个公司所掌控。

•

比 PHP 更易懂并且用途更广。Python 也用来构建 Web 站点，但是，它也应用于几乎每
个计算机领域，从机器人到电影动画和游戏。

•

比 JavaScript 更强大和用途广泛。Python 有一个更大的工具集，也并不是牢牢地束缚
于 Web 开发。它也用于科学建模、仪器调试等。

•

比 Ruby 更具可读性，并更为人们所接受。Python 的语法混乱更少，尤其在较复杂代码
中，同时它的 OOP 对用户和和不太使用 OOP 的工程中是完全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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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Lua 更成熟和受到更广泛关注。Python 更加庞大的特性集合和更加扩展的库支持给
予其比 Lua（一门和 Tcl 一样的嵌入式“胶水”语言）更加宽广的视野。

•

比 SmallTalk、Lisp 和 Prolog 更不晦涩。Python 拥有这类函数式语言的动态品味，但是
也拥有开发者和定制系统终端用户都可接受的传统语法。

特别是对不仅仅用于个人扫描文本文件，未来会被人们（包括你在内）读到的程序而言，
很多人会发现 Python 比目前任何可用的脚本或编程语言都划得来。不仅如此，除非你的应
用要求最尖端的性能，Python 往往是 C、C++ 和 Java 等系统开发语言的一个不错的替代品：
Python 代码能够常常实现相同的目标，却会减少很多编写、调试和维护的麻烦。
当然，本书的作者从 1992 年就已经是 Python 的正式布道者了，所以尽可能接受这些意见
吧（其他语言的拥护者的利益可能会受到些损失）。然而，所有这些观点的确代表了投入
时间和精力来探索 Python 的众多开发者的一致看法。

本章小结
以上是本书的“宣传炒作”部分。本章中我们探索了人们选择 Python 完成他们编程任务的
原因，也看到了它实现起来的效果以及当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使用 Python 的鲜活案例。然
而我们的目标是教授 Python，而不是推销它。判断一门语言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实践中使用它，
所以本书后面的部分将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已经在这里简要介绍过的那些语言的细节特性
上。
接下来两章将进行语言的技术性介绍。我们将研究如何运行 Python 程序，窥视 Python 字
节码执行的模式，并介绍保存代码的模块文件的基本概念。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运行本书其
他部分的例子和练习。直到第 4 章我们才会开始真正的编程，但在此之前，请确保你已经
掌握了继续深入学习的细节。

本章习题
在本书中，我们每一章都会以一个与该章内容有关的快速的开卷小测验作为结束，从而帮
助你复习一章中的关键概念。问题的答案会紧随问题之后，建议你独立完成测验后马上查
看参考答案，因为它们有时会给出正文中没有介绍的有用的背景知识。
除了这些每章结尾的测验以外，你还会在本书每一部分的结尾找到一些实验作业，这些作
业是为了帮助你自己动手用 Python 进行编程而设计的。好了，这就是你的第一次测验。你
可以根据需要参考本章内容，祝你好运！
1.

人们选择 Python 的 6 个主要原因是什么 ?

2.

请列举如今正在使用 Python 的 4 个著名的公司和组织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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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在应用中不使用 Python 呢？

4.

你可以用 Python 做什么？

5.

在 Python 中 import this 的表述有什么含义？

6.

为什么“spam”出现在网上和书中的许多 Python 例子中出现？

7.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

习题解答
做得怎么样？这里是本书提供的答案。当然，测验中一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再一次强调，
尽管你会认为自己的回答是正确的，我还是建议你参考一下我的答案以获得额外的内容。
如果这些答案对于你来说不合理的话，可以在本章的内容中找到详细的信息。
1.

软件质量、开发者效率、程序可移植性、标准库支持、组件集成和编码乐趣，其中质
量和效率这两条是人们选择 Python 的主要原因。

2.

谷歌（Google）、工业光魔（Industrial Light & Magic）、CCP 游戏、Jet Propulsion
Labs、Maya 和 ESRI 等， 今 天 从 事 软 件 开 发 的 所 有 组 织 几 乎 都 以 某 种 程 度 使 用 着
Python，无论是长期战略产品开发，抑或测试、系统管理这样的短期策略任务都有
Python 的身影。

3.

Python 的主要缺点是它的性能：它不像 C 和 C++ 这类常规的编译语言运行得那么快。
另一方面，它对于绝大多数应用已经足够快了，并且典型的 Python 代码运行起来速度
接近 C，因为在 Python 解释器中调用链接了 C 代码。如果速度要求很苛刻的话，应用
的数值处理部分可以采用编译好的扩展以满足应用要求。

4.

你几乎可以在计算机上的任何方面使用 Python：从网站和游戏开发到机器人和航天飞
机控制。

5.

这在脚注中有提到：在 Python 中运行 import this 会触发内部的一个彩蛋，它将显示
Python 语言层面之下的设计哲学。下一章你会学习如何使用这条命令。

6.

“spam”引用自 Monty Python 剧团的一部著名的荒诞剧，剧中人们试图在自助餐厅点餐，
却被歌颂火腿的维京人的合唱声淹没。对了，这也是 Python 脚本中的一个普通变量名。

7.

蓝色。不，黄色！（参考前一个问题。）

译注 3

译注 3：这个问题以及回答出自短剧《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 》，被认为是 Monty
Python 剧团最有代表性的幽默桥段。故事中大概讲述了在通过一座桥的时候，一个守桥人
会问三个问题：你叫什么？你干什么？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而第三个问题因为与过桥
一事完全无关而引人发笑。值得一提的是，现在 Python 官方的图标是由两条蟒蛇组成的
十字，而两条蛇的颜色正是蓝色与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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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是工程，不是艺术
当 Python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出现在软件行业的舞台上时，曾经引发其拥护者和
另一个受欢迎脚本语言 Perl 的拥护者之间的冲突，而今天这已成为有关编程语言争论
的一个经典例子。我们认为今天这种争论是令人厌倦且没有根据的，因为开发人员都
很聪明，而且可以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然而，这是我在培训课程上时常被问到的问
题之一，同时也表明了人们选择使用 Python 的主要理由之一；因此我在这里再对这
几个问题多说几句。
故事是这样的：“你可以用 Python 做到一切用 Perl 能做到的事，但是，做好之后，
还可以阅读自己的程序代码。”这就是问题所在，两者的领域大部分重叠，但是，
Python 更专注于产生可读性的代码。就大多数人而言，Python 强化了可读性，转换为
了代码可重用性和可维护性，使得 Python 更适合用于那些不是写一次就丢掉的程序。
Perl 程序代码很容易写，但是可能会很难读。由于多数软件在最初的创建后都有较长
的生命周期，所以很多人认为 Python 是更有效的工具。
这个故事反映出两门语言的设计者的背景。Python 出自训练有素的数学家之手，他似
乎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来一门具有高度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正交语言。 Perl 语言由一位语
言学家孕育，他创建了一种接近自然语言的编程工具，并拥有着上下文敏感性和广泛
变化性。就像著名的 Perl 所说的格言：“完成的方法不止一种。”有了这种思维，
Perl 语言及其用户社群在编写代码时，已经历史性地被鼓励脱缰式的表达式自由化。
一个人的 Perl 代码可能和另一个人的完全不同。事实上，编写独特、充满技巧性的代
码，常常是 Perl 用户引以为傲的事。
但是，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代码维护工作的人，应该都可以证实，表达式自由度是很棒
的艺术，但是，对工程项目来说就令人厌恶了。在工程世界中，我们需要最小化功能
集和可预测性。而表达式自由度会造成维护的噩梦。不止一位 Perl 用户向我们透露过，
太过自由的结果通常就是程序很容易重头写起，但修改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对
工程来说显然就不是那么理想了。
比如：当人们在绘画或雕塑时，他们主要是为自己所做。其他人日后去修改他们作品
的可能性很低。这是艺术和工程之间关键的差异。当人们在编写软件时，他们不是为
自己写。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是专门为计算机编写的。实际上，优秀的程序员知道，
代码是为下一个会阅读它而进行维护或重用的人编写的。如果那个人无法理解代码，
在现实的开发场景中，就毫无用处了。换句话说，编程并不事关聪明与深奥——它的
关键是让你的程序能够清晰地表达它的意图。
这种对可读性的关注就是很多人认为 Python 最有别于其他脚本语言的地方。因为
Python 的语法模型几乎会迫使用户编写具有可读性的代码，所以 Python 程序会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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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向完整的软件开发循环流程前进。此外，因为 Python 强调了诸如有限互动、代
码统一性，以及特征一致性等理念，它会更进一步促进首次编写后能够长期使用的代
码。
长期以来，Python 本身专注于代码质量，提高了程序员的生产力以及程序员的满意度。
Python 程序员也变得拥有奔放的创意，我们之后也会看到，语言本身的确为某些任务
提供了多种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比今天它能做到的更多，这也是本书中我们会直面
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个边栏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篇警戒寓言：编码质量其实是脆弱的，
与其依赖于技术，不如更多地依靠人。Python 已经历史性地鼓励优秀的工程方式，这
是其他脚本语言通常所不具备的，但是接下来的品质故事需要你来书写。
至少，这是许多使用 Python 的人之间所达成的某些共识。当然，你需要通过学习
Python 的内容来形成自己的观点。为了帮助你入门，让我们进行下一章的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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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Python 如何运行程序

本章和下一章将给出程序执行的简要说明，包括你应该如何开始编写代码以及 Python 是如
何运行代码的。本章我们将学习 Python 解释器通常是如何执行程序的。第 3 章将教你如何
编写自己的程序并执行。
首先介绍的内容本质上是与平台相关的，本章和第 3 章的部分内容也许并不适合你目前工
作的平台，所以当你觉得所讲的内容与希望使用的平台不相关的话，你可以放心地跳过这
些内容。同样，对于一些高级用户的读者，也许过去已经使用过类似的工具并希望快点尝
尝 Python 的甜头，也许可以保留这些章的内容“以备以后参考”。对于其他读者，让我们
在学习写程序之前，先看看 Python 是如何运行我们的代码的。

Python 解释器简介
迄今为止，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将 Python 作为一门编程语言来介绍的。但是，从目前的实现
上来讲，Python 也是一个名为解释器的软件包。解释器是一种让其他程序运行起来的程序。
当你编写了一段 Python 程序，Python 解释器将读取程序，并按照其中的命令执行，得出结
果。实际上，解释器是代码与机器的计算机硬件之间的软件逻辑层。
当 Python 包安装在机器上后，它会生成一些组件：至少包括一个解释器和一套支持库。根
据使用情况的不同，Python 解释器可能采取可执行程序的形式，或是作为链接到另一个程
序的一系列库。根据选用的 Python 版本的不同，解释器本身可以用 C 程序实现，或一些
Java 类实现，或者其他的形式。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编写的 Python 代码必须在解释器中运行。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点，首先必须要在计算机上安装 Python 解释器。
根据平台的不同，Python 的安装细节也不同，若想深入了解，请参照附录 A。简而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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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用户可通过获取并运行自动安装的可执行文件，把 Python 安装到自己的机器
上。双击后在所有的弹出提示框中选择“是”或“继续”即可。

•

Linux 和 Mac OS X 用户也许已经拥有了一个可用的 Python 预先安装在了计算机上：
如今 Python 已成为这些操作系统的标准组件。

•

一些 Linux 用户和 Mac OS X 用户（和大多数 UNIX 用户一样）可从 Python 的完整源
代码分发包中编译安装。

•

Linux 用户也可以找到 RPM 文件，Mac OS X 用户可以找到各种特定于 Mac 的安装包。

•

其他平台有着对应其平台的不同的安装技术。例如，Python 可以在移动电话、平板电脑、
游戏终端和 iPod 上使用，但是由于其安装方法的差异很大，在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我们可以通过 Python 官方网站（http://www.python.org）下载获得 Python，也可以在其他
的一些发布网站上找到。记住应该在安装 Python 之前确认 Python 是否已经安装。如果是
在 Windows 7 或更早的 Windows 版本上工作，一般可以在开始菜单中寻找 Python，如图
2-1 所示。这些菜单的选项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在 UNIX 或 Linux 上，Python 也许在 /usr
目录下。

图 2-1：本图展示在 Windows 7 和之前的 Windows 版本上安装好 Python 后，Python 在开始
菜单中显示的情况。也许在不同的版本之间会有少许不同，但是 IDLE 会启动一个 GUI 开发环境，
而 Python 会启动一个简单的交互式会话。同时，这里有一些标准的手册，以及 Pydoc 的文档
引擎（Docs 模块）。关于 Windows 8 和其他平台的指南，详见第 3 章和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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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装细节具有很大的平台相关性，所以我们将延后这部分内容的讨论。若想获得更多
安装过程的细节，请参考附录 A。为了继续本章及下一章的内容，我将假设你已经安装好
Python 并且准备开始使用了。

程序执行
编写或运行 Python 脚本的意义是什么呢？这取决于你是从程序员还是 Python 解释器的角
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问题，这都会提供给你一个观察 Python 编程的
重要视角。

程序员的视角
就最简单的形式而言，一个 Python 程序仅是一个包含 Python 语句的文本文件。例如，下
面这个命名为 script0.py 的文件，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简单的 Python 脚本，但它是一个功
能完整的 Python 程序：
print('hello world')
print(2 ** 100)

这个文件包含了两个 Python print 语句，在输出流中简单地打印一个字符串（引号中的文字）
和一个数学表达式的结果（2 的 100 次方）。不用为这段代码中的语法担心，我们这一章
的重点只是能够让它运行。本书的后面章节将会解释 print 语句，以及为什么在 Python 中
可以计算 2 的 100 次方而不溢出。
你可以用任何自己喜欢的文本编辑器创建由这样的语句所组成的文件。按照惯例，Python
文件是以 .py 结尾的。从技术上来讲，这种命名方案在被“导入”时才是必需的（“导入”
概念将在下一章中介绍），但是绝大多数 Python 文件为了统一都是以 .py 命名的。
当你将这些语句输入到文本文件后，必须告诉 Python 去执行这个文件。也就是说，从头至
尾按照顺序一个接一个地运行文件中的语句。正如下一章你将看到的那样，可以通过命令行，
从 IDE 中点击其图标或者其他标准技术来运行 Python 程序。顺利的话，在执行文件时，将
会看到这两个打印语句的结果显示在屏幕的某处：一般默认是显示在运行程序的那个窗口。
hello world
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

例如，这就是我在一个 Windows 笔记本的命令行窗口运行这个脚本的结果，保证上面的语
句没有低级的拼写错误。
C:\code> python script0.py
hello world
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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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参考第 3 章来了解这个过程的详细讲解，尤其当你是一个编程新手的话；我们将在
第 3 章中对编写和执行程序的细节进行讨论。就现在而言，我们刚刚运行了一个打印字符
串和数字的 Python 脚本。我们也许不会因为这段代码获得任何编程大奖，但是这对掌握一
些程序执行的基本概念已经足够了。

Python 的视角
上一节的简要介绍对于脚本语言来说是相当标准的，并且通常绝大多数 Python 程序员只需
要知道这些就足够了。你在文本文件中输入代码，之后在解释器中运行这些代码。然而，
当 Python“运行”时，透过表面，还有一些事情发生。尽管了解 Python 内部并不是 Python
编程所必需的要求，但对 Python 的运行时结构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可以帮助你从宏观上把握
程序的执行。
当 Python 运行脚本时，在代码开始进行处理之前，Python 还会执行一些步骤。确切地说，
第一步是编译成所谓的“字节码”，之后将其转发到所谓的“虚拟机”中。

字节码编译
执行程序时，Python 内部（对大多数用户是完全隐藏的）会先将源代码（文件中的语句）
编译成所谓字节码的形式。编译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步骤，字节码是一种低级的、与平台无
关的表现形式。概括地说，Python 通过把你的每一条源语句分解为单一步骤来翻译成一组
字节码指令。这些字节码可以提高执行速度。比起文本文件中原始的源代码语句，字节码
的运行速度要快得多。
你会注意到，上一段所提到的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完全是隐藏起来的。如果 Python 进程在机
器上拥有写入权限，那么它将把程序的字节码保存为一个以 .pyc 为扩展名的文件（“.pyc”
就是编译过的“.py”源代码）。对 Python 3.2 之前的版本，运行程序之后，你会在那些
源代码的附近（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目录下）看到这些文件。例如，在导入了一个 script.py
文件后你会发现一个 script.pyc 文件。在 Python 3.2 以及之后的版本，Python 将把 .pyc 字
节码存储在名为 __pycache__ 的子目录中，这个子目录位于与源文件相同的路径下。新版
Python 的 __pycache__ 子目录中的文件命名中包含了编译它们的 Python 的版本信息（例如，
script.cpython-33.pyc）。新的 __pycache__ 子目录能够避免将太多的文件挤在同一个路径下，
而新的字节码文件命名规范确保了同一台电脑上安装的不同版本的 Python 所生成的字节码
不会相互覆盖。我们将在第 22 章中深入学习这种字节码文件模型，尽管它们都是自动生成
的，与大多数 Python 程序无关，也随着不同版本的 Python 有着不同的形式。
在上述两种字节码文件模型中，Python 这样保存字节码是作为对启动速度的一种优化。下
一次运行程序时，如果你在上次保存字节码之后没有修改过源代码，并且运行使用的是同
一个 Python 编译器版本，那么 Python 将会加载 .pyc 文件并跳过编译这个步骤。这个过程
的工作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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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文件的改变：Python 会自动检查源文件和字节码文件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戳，确认
它是否必须重新编译：如果你编辑后又保存了源代码，下次程序运行时，字节码将自
动重新创建。

•

Python 的版本：导入机制同时检查是否需要因为使用了不同的 Python 版本而重新编译，
这些版本信息在 Python 3.2 版本之前存储在字节码文件中，而在 3.2 版本及之后，存储
在字节码文件名中。

其结果就是源文件的修改和 Python 版本的改变都会触发新的字节码文件的编译。如果
Python 无法在机器上写入字节码，程序仍然可以工作：字节码会在内存中生成，并在程序
结束时直接被丢弃。然而，由于 .pyc 文件能够加速启动，你最好保证在大型程序中能够创
建它们。字节码文件同样是发布 Python 程序的方法之一：如果 Python 找到的都是 .pyc 文件，
它也很乐意运行这个程序，即便那这里没有原始的 .py 源代码文件（参考本章的“冻结二进
制文件”一节来了解其他程序发布的选项）。
最后请牢记，字节码只会针对那些被导入（import）的文件而生成，而不是顶层的执行脚本（严
格来说，这是一种针对“导入”的优化）。我们将在第 3 章中探索程序运行后的导入机制，
更深入的导入机制将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介绍。此外，文件仅在程序运行（或者可能编译）
时才会被导入，而且在交互式命令行中输入的命令不会生成字节码。这种利用交互式命令
行的编程模式将在第 3 章中讨论。

Python 虚拟机（PVM）
一旦程序编译成字节码（或字节码从已经存在的 .pyc 文件中载入），之后的字节码发送到
通常称为 Python 虚拟机（Python Virtual Machine，简写为 PVM）的程序上来执行。PVM
听起来比它本身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一些。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不需要安装。
本质上，PVM 就是迭代运行字节码指令的一个大循环，一个接一个地完成操作。PVM 是
Python 的运行时引擎，它时常表现为 Python 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是实际运行脚本的组件。
从技术上讲，它只是所谓“Python 解释器”的最后一步。
图 2-2 展示了这里介绍的运行时的结构。请记住所有的这些复杂性都是有意地对 Python 程
序员进行隐藏的。字节码的编译是自动完成的，而且 PVM 也仅仅是安装在机器上的 Python
系统的一部分。所以，程序员只需简单地编写代码并运行包含语句的文件，而 Python 会负
责所有运行这些文件的逻辑。

性能的含义
熟悉 C 和 C++ 这类完全编译语言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了 Python 模式中的一些不同之处。
其中之一是，在 Python 的工作中通常没有构建或“make”的步骤：代码在写好之后立即运
行。另外一个就是，Python 字节码不是机器的二进制代码（例如 Intel 或 ARM 芯片的指令）。
字节码是特定于 Python 的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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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件

字节码

运行时

图 2-2：Python 的 传 统 运 行 时 执 行 模 型： 你 输 入 的 源 代 码 转 换 为 字 节 码， 之 后 字 节 码 在
Python 虚拟机中运行。代码会自动被编译，之后再被解释

这就是 Python 代码无法运行得像 C 或 C++ 代码一样快的原因，就像第 1 章描述的那样：
PVM 循环（而不是 CPU 芯片）仍需解释字节码，并且字节码指令比 CPU 指令需要更多的
工作。另一方面，与其他经典的解释器不同，这里仍有内部的编译步骤：Python 并不需要
反复地重新分析和重新分解每一行源代码语句的文本。最终的效果就是纯 Python 代码的运
行速度介于传统的编译语言和传统的解释语言之间。更多关于 Python 性能的描述请参看第
1 章。

开发的含义
Python 执行模型所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其开发和执行的环境实际上并没有区别。也就是说，
编译和执行源代码的系统是同一个系统。这种相似性对于拥有传统编译语言背景的读者来
说，更有意义，然而在 Python 中，编译器总是在运行时出现，并且是运行程序系统的一部分。
这将大大缩短开发周期。在程序开始执行之前不需要预编译和链接；只需要简单地输入并
运行代码即可。这同样让 Python 带上了更浓厚的动态语言色彩：在运行时，Python 程序去
构建并执行另一个 Python 程序是有可能的，而且往往是非常方便的。例如，eval 和 exec 内
置模块能够接受并运行包含 Python 程序代码的字符串。这种结构是 Python 能够实现产品
定制的原因：因为 Python 代码可以动态地被修改，用户可以改进系统内部的 Python 部分，
而不需要拥有或编译整个系统的代码。
从更基础的角度来说，牢记我们在 Python 中真正拥有的只有运行时：完全不需要初始的编
译阶段，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程序运行时发生的。这甚至还包括了建立函数和类的操作以及
模块的链接。这些事情对于静态语言往往是发生在执行之前的，而在 Python 中是与程序的
执行同时进行的。就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就使得 Python 带来了比一些读者所习惯的程
序语言更加动态的编程体验。

执行模型的变体
现在，我们学习了前一节所介绍的内部执行流程，而这种流程也反映了今天 Python 的标准
实现形式，但这实际上并不是 Python 语言本身所必需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执行模型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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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间而演变。事实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系统修改了图 2-2 所描述的情况。在继续学
习之前，让我们花些时间探索一下这些变体中最主流的一些改进吧。

Python 的各种实现
严格来说，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Python 语言有 5 种主要实现方式——CPython、Jython、
IronPython、Stackless 和 PyPy。尽管在这些 Python 实现方式之间充满了思想和工作的杂交，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独立安装的软件系统，拥有各自的开发者和用户群体。另外的潜在备
选者包括 Cython 和 Shed Skin 系统，但它们将在之后作为优化工具进行讨论，因为它们并
没有实现标准的 Python 语言（前者是 Python 和 C 的混合体，后者是隐式的静态类型化）。
简要地说，CPython 是标准的实现，也是大多数读者将选择使用的（如果不确定的话，你
也极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也是本书所使用的版本，尽管这里所展示的核心的 Python
语言与其他版本几乎一模一样。其他的 Python 实现都有特定的目标和用途，这些目标和用
途通常被 CPython 所包涵。所有这些都用来实现 Python 语言，只是通过不同的形式执行程
序而已。
例如，PyPy 是一个现成的 CPython 替代品，因为它可以更快地运行大多数的程序。类似地，
Jython 和 IronPython 是完全独立的 Python 实现，用来为不同的运行时环境架构编译 Python
源代码，从而能够提供直接的 Java 和 .NET 组件的使用接口。你也可以通过 CPython 程序
访问 Java 和 .NET 软件 ——例如 JPype 和基于 .NET 的 Python 系统，允许标准 CPython 代
码调用 Java 和 .NET 组件。Jython 和 IronPython 通过提供 Python 语言的全面实现，提供了
更为完整的解决方案。
以下将简要地介绍今天最主流的 Python 实现。

CPython：标准 Python
当你要与 Python 的其他实现方式进行区分时，最初的、标准的 Python 实现方式通常称作
CPython（或者也可以直接称为“Python”）。这个名字来自它是由可移植的 ANSI C 语
言代码编写而成的这个事实。这就是你从 http://www.python.org 获取的，从 ActivePython
和 Enthought 的发行版中得到的，以及从绝大多数 Linux 和 Mac OS X 机器上自动安装的
Python。如果你在机器上发现了一个预安装版本的 Python，那么很有可能就是 CPython，
除非你的公司将 Python 用在更加特殊的场合。
除非你想要使用 Python 脚本化 Java 和 .NET 应用，或是利用 Stackless 和 PyPy 的编译优势，
否则通常你只需要使用标准的 CPython 系统。因为 CPython 是这门语言的标准参照实现，
所以与其他的替代系统相比，它运行速度最快、最完整、最新，而且也最健全。图 2-2 反
映了 CPython 的运行时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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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thon：基于 Java 的 Python
Jython 系统（最初称为 JPython）是一种 Python 语言的可选实现方式，其目的是与 Java 编
程语言集成。Jython 包含 Java 类，这些类将 Python 源代码编译成 Java 字节码，并将得到
的字节码定向到 Java 虚拟机（JVM）上。程序员仍然可以像平常一样，在文本文件中编写
Python 语句；Jython 系统的本质是将图 2-2 最右边两个方框中的内容替换为基于 Java 的等
效实现。
Jython 的目标是让 Python 代码能够脚本化 Java 应用程序，就好像 CPython 允许 Python 脚
本化 C 和 C++ 组件一样。它实现了与 Java 的无缝集成。由于 Python 代码被翻译成 Java 字
节码，因此在运行时看起来就像真正的 Java 程序一样。Jython 脚本可以应用于开发 Web
applet 和 servlet，构建基于 Java 的 GUI 等。此外，Jython 包括对集成的支持，允许 Python
代码导入并使用 Java 的类（把这些类当作用 Python 编写的一样），以及让 Java 代码能
够把 Python 代码当作内嵌的语言来运行。虽然相较于 CPython，Jython 既不快也不够健
壮，但是它解决了希望寻找一门作为前端脚本语言的 Java 开发者的诉求。参见 Jython 网站
http://jython.org 以获取更多信息。

IronPython：基于 .NET 的 Python
Python 的第三种实现方式是 IronPython（比 CPython 和 Jython 都要新），其设计目的是让
Python 程序可以与 Windows 平台上的 .NET 框架以及与之对应的 Linux 上开源的 Mono 编
写成的应用相集成。本着像微软早期的 COM 模型一样的精神，.NET 和其 C# 程序语言的
运行系统旨在成为语言无关的对象通信层。IronPython 允许 Python 程序同时扮演客户端和
服务器端的角色，与 .NET 语言进行来回访问，以及在 Python 代码中利用诸如 Silverlight
框架的 .NET 的技术。
在实现上，IronPython 很像 Jython（实际上两者都是由同一个创始人开发的）：它替换
了图 2-2 中最后的两个方框，将其换成 .NET 环境的等效执行方式。并且与 Jython 一样，
IronPython 拥有特定的目标：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希望在 .NET 组件中集成 Python 的开发者。
IronPython 起初由微软公司开发，现在成了一个开源项目。它同时也为了得到更优异的性
能而利用了一些重要的优化工具。关于更多细节，参见 http://ironpython.net 和其他网站上
的资源。

Stackless：注重并发的 Python
还 有 一 些 其 他 的 方 案 可 以 用 来 运 行 Python 程 序， 它 们 具 有 更 加 专 注 的 目 标。 例 如，
Stackless Python 系统是标准 CPython 针对并发性而优化的一个增强版实现，因为 Stackless
Python 不会在 C 语言调用栈上保存状态，这使得 Python 更容易移植到较小的栈架构中，提
供了更高效的多处理选项，并且促进了像协程（coroutine）这样的新颖的编程结构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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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tackless 为 Python 带来的所有优化中，微线程是 Python 原生多线程工具的一个更高效
和更轻量的替代品。微线程带来了更好的程序结构、更可读的代码以及更强的开发效率。
“EVE 在线”的创建者 CCP 游戏公司就是 Stackless Python 的忠实用户，它也是 Python 最
成功的业界案例之一。详情参见 http://stackless.com。

PyPy：注重速度的 Python
PyPy 系统是 CPython 标准的另一个实现，它更注重性能。它提供了一个带有即时编译器
（just-in-time，JIT）的 Python 快速实现，能够在安全环境中运行不信任代码的“沙箱”模
型的工具，默认对前一节中 Stackless Python 系统的支持以及对大型并行需求的微线程支持。
PyPy 是原先的 Psyco 即时编译器的继任者，并将 Psyco 纳入一个追求速度的纯 Python 实现。
即时编译器事实上只是 PVM 的一个扩展（就是图 2-2 最右边的方框中所代表的），它将你
的字节码中的部分直接转换成运行速度更快的二进制机器码。这一切发生在你的程序运行
的时候，而非运行前的编译阶段。而且即时编译器能够通过追踪程序中的对象数据类型，
创建针对 Python 语言动态特性的机器代码。通过这种方式部分地替换字节码，程序将在运
行的时候越跑越快。此外，一些 Python 代码在 PyPy 下运行也会占用更少的内存。
本书写作时，PyPy 支持 Python 2.7（还未支持 3.X），运行在 Intel x86（IA-32）和 x86_64
平台（包括 Windows、Linux 和近来的 Mac 版本），同时针对 ARM 和 PPC 架构的支持正
在开发中。PyPy 能够运行大多数的 CPython 代码，尽管其中的 C 扩展模块通常必须重新编
译，而且 PyPy 有一些细小而微妙的语言特性差别，包括回避了一些常见编程模式的垃圾回
收机制。例如，它的非引用计数方案意味着临时文件将不会立即被关闭或者从缓冲区中释放，
而且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手动关闭。
作为回报，你的代码将运行得更快。PyPy 如今号称在一系列测评代码上比 CPython 提速 5.7
倍（参见 http://speed.pypy.org）。在某些情况下，它利用动态优化机会的优势让 Python 代
码运行得跟 C 代码一样快，甚至有时超越 C。这点对算法密集和计算密集型的程序尤为明显。
例如，在第 21 章的一个测评中我们将看到，PyPy 如今比 CPython 2.7 快 10 倍左右，而比
CPython 3.X 快 100 倍左右。尽管其他测评结果会有一定出入，但这种程度的提速对许多领
域来说都是一种令人不可抗拒的优势，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比 Python 前卫的语言特性更受人
追捧。同样重要的是，PyPy 也对内存空间进行了优化——在一次发布的测评中，PyPy 使用
247MB 的内存花 10.3 秒完成了编译，大大超过了 CPython 的 648MB 和 89 秒。
PyPy 的编译链工具也通常足够支持包括 Pyrolog（一个使用 Python 编写，利用 PyPy 翻译
的 Prolog 解释器）在内的其他语言。可搜索 PyPy 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PyPy 现在的官网
是 http://pypy.org，当然你也能通过搜索网络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关于它的当前性能的总览，
可参考 http://www.pypy.org/performa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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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就在本书编写后不久，PyPy 2.0 发布了添加 ARM 处理器支持的测试版，同时保留了仅
针对 Python 2.X 的实现。在它的 2.0 测试版文档中这样写道：
“PyPy 是一个兼容标准的 Python 解释器，几乎是 CPython 2.7.3 的一个很方便的替代者。
它的快速的原因在于它集成了回溯即时编译器。本次发行版支持运行 Linux 32/64 位、
Mac OS X 64 位和 Windows 32 位的 x86 架构机器。它同时支持运行 Linux 的 ARM 架构
机器。”
这里的说明十分准确。使用将在第 21 章所提到的计时工具，我在测试中发现 PyPy 通常
比 CPython 2.X 和 3.X 快一个数量级（10 倍左右），甚至更多。这已经考虑到 PyPy 是
在我的 Windows 32 位机器上进行测试，而 CPython 使用了更快的 64 位编译的事实。
当然，对你自己的代码进行测评才是最关键的，不过也存在 CPython 获胜的情况。例如，
PyPy 的文件迭代器使用了在今天相对较慢的时钟。然而，考虑到 PyPy 注重性能而不是
语言特性的更新，尤其是它对计算领域的强大支持，许多人今天仍将 PyPy 视作 Python
的一条重要发展方向。如果你要编写 CPU 密集型的代码，那么 PyPy 值得你拥有。

执行优化工具
CPython 和前一节中介绍的大部分实现变体都是以相似的方式实现 Python 语言的：通过把
源代码编译为字节码，然后在适合的虚拟机上执行这些字节码。其他的系统，包括 Cython
混合语言、Shed Skin C++ 转换器，以及 PyPy 与 Psyco 中的即时编译器，则试着优化了基
本执行模块。这些系统并不是你现阶段学习 Python 的必备知识，但是简要地了解它们在执
行模型中所处的位置能够帮助你揭开执行模型的神秘面纱。

Cython：Python 和 C 的混合体
Cython 系统（基于 Pyrex 项目所完成的工作）是一种混合的语言，它为 Python 代码配备了
调用 C 函数以及使用变量、参数和类属性的 C 类型声明的能力。Cython 代码可以编译成使
用 Python/C API 的 C 代码，随后可以再完整地编译。尽管与标准 Python 并不完全兼容，
Cython 对于包装外部的 C 库以及提高 Python 的 C 扩展的编码效率都很有用。该项目的细
节和近况参见 http://cython.org。

Shed Skin：Python 到 C++ 的转换器
Shed Skin 是一个新兴的系统，它采用了一种不同的 Python 程序执行方法：尝试将 Python
代码翻译成 C++ 代码，然后使用机器中的 C++ 编译器将得到的 C++ 代码编译为机器代码。
通过这种方式，它以一种平台无关的方式来运行 Python 代码。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Shed Skin 仍处于活跃的开发中。它现在支持 Python 2.4 到 2.6 的代码，
给 Python 程序施加了一种隐式的静态类型约束，这在其他语言中十分常见，但在 Python
中看上去有点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不再深入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了。不过初步结果显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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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超越标准 Python 代码以及类 Psyco 扩展的潜质。请通过网络搜索以获得更多细节以及
项目目前的发展状况。

Psyco：原先的即时编译器
Psyco 系统并不是 Python 的另一种实现方式，而是一个可以让程序运行得更快的扩展字节
码执行模块组件。今天，Psyco 是一个过时的项目：它仍然可以被下载，但是已经跟不上
Python 的演化，并且不再被积极地维护了。然而，它的思想被融入到前面介绍的更加完整
的 PyPy 系统中。不过，Psyco 所开创的思想的重要性，使得它还是值得你简要了解一下的。
如图 2-2 所示，Psyco 是一个对 PVM 的增强工具，这个工具在程序运行时收集并使用类型
信息，可以将部分程序的字节码转换成底层的真正的二进制机器代码，从而实现更快的执
行速度。在开发过程中，Psyco 无须修改代码或独立的编译步骤即可完成这一转换。
粗略地讲，当程序运行时，Psyco 会收集正在传递过程中的对象的类别信息，这些信息可以
用来裁剪对象的类型，从而生成高效的机器代码。机器代码一旦生成后，就替代了对应的
原始字节码，从而加快程序的整体执行速度。实际的效果就是，通过使用 Psyco，使程序在
整个运行过程中执行得越来越快。在理想的情况下，一些通过 Psyco 优化的 Python 代码的
执行速度可以像编译好的 C 代码一样快。
因为字节码的转换在程序运行时发生，所以 Pysco 往往被看作一个即时编译器（JIT）。不
过 Pysco 实际上与一些读者曾经在 Java 语言中了解的 JIT 编译器稍有不同。Psyco 是一个
专有的 JIT 编译器：它生成机器代码将数据类型精简至程序实际所使用的类型。例如，如
果程序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数据类型，Psyco 可以生成不同版本的机器码以
支持每一个不同的类型组合。
Psyco 已经证实能够大大提高一些 Python 代码的速度。根据其官方网站介绍，Psyco 提供了“2
倍至 100 倍的速度提升，通常是 4 倍，在没有改进的 Python 解释器和不修改源代码的基础上，
仅仅依靠了动态可加载的 C 扩展模块”。同等重要的是，最显著的提速是在以纯 Python 写
成的算法代码上实现的 —— 确切地讲，是为了优化往往需要迁移到 C 的那部分代码。关于
Psyco 的更多信息，可以搜索网络或者看看前面提到的它的继任者 PyPy 项目。

冻结二进制文件
有 时 候 人 们 需 要 一 个“ 真 正 的”Python 编 译 器， 实 际 上 他 们 真 正 需 要 的 是 一 种 能 够 让
Python 程序生成独立的二进制可执行代码的简单方法。这是一个比执行流程概念更接近于
打包发布概念的东西，但是两者之间或多或少有些联系。你可以通过从网络上获得的一些
第三方工具将 Python 程序转为可执行程序，它们在 Python 世界中被称作冻结二进制文件
（frozen binary）。这些程序可以不安装 Python 环境而独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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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二进制文件能够将程序文件的字节码、PVM（解释器）以及任何程序所需要的 Python
支持文件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单独的文件包。这个过程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变体，但最终的
结果是一个单独的可执行二进制程序（例如，Windows 系统中的 .exe 文件），这个程序可
以很容易地向客户发布。如图 2-2 所示，这就好像将字节码和 PVM 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
立的组件 ——冻结二进制文件。
如今，有许多系统能够生成随平台特性而变化的冻结二进制文件：py2exe（为 Windows 平
台提供了全面的支持）、PyInstaller（与 py2exe 类似，它能够在 Linux 及 Mac OS X 上使用，
并且能够生成自安装的二进制文件）、py2app（创建 Mac OS X 应用程序）、freeze（最初
的版本）和 cx_freeze（同时提供 Python 3.X 和跨平台支持）。你可以单独获得这些工具，
它们也是免费的。
这些工具还在不断地演化中，请参考 http://www.python.org 以及使用你喜欢的搜索引擎以获
得有关这些工具的更多信息。这里我们给出一些信息，方便你了解这些系统的应用范围，
例如 py2exe 可以封装那些使用了 tkinter、PMW、wxPython 和 PyGTK GUI 库的独立程序；
应用 pygame 进行游戏编程的程序；win32com 客户端的程序等。
冻结二进制文件与真实的编译器输出结果有所不同：它们通过虚拟机运行字节码。因此，
除了必要的初始改进，冻结二进制文件和最初的源代码程序运行速度完全相同。冻结二进
制文件并不小（它们包括一个 PVM），但是以目前的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文件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在冻结二进制文件中嵌入了 Python，接收端并不需要安装 Python 来运行这些冻结二进
制文件。此外，由于代码嵌入在冻结二进制代码之中，对于接收者来说，代码都是隐藏起来的。
对商业软件的开发者来说，单文件封装的构架特别有吸引力。例如，一个旧 Python 编写的
基于 tkinter 工具包的用户界面可以封装成一个可执行文件，并且可以在光盘中或网络上作
为独立程序进行发售。终端用户无须安装（甚至没有必要知道）Python 就可以运行这些发
售的程序。

未来的可能性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简要描述的运行时执行模型事实上是当前 Python 实现的一种产物，
并不是语言本身。例如，或许在本书的销售过程中会出现一种完全将 Python 源代码变为机
器代码的传统编译器。（尽管在最近的 20 年里还没有一款这样的编译器，所以好像不太可
能！）
未来也许会有新的字节码格式和实现方式的变体将被采用。例如：
•

Parrot 项目的目标就是提供一种对于包括 Python 的多种编程语言通用的字节码格式、
虚拟机以及优化技术。Python 自己的 PVM 运行 Python 代码比 Parrot 效率更高（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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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一次软件会议上的蛋糕挑战所示，详情参见网络

译注 1

），但 Parrot 将如何

发展还不明晰。详情参见 http://parrot.org。
•

先前名叫 Unladen Swallow 的一个由谷歌工程师开发的开源项目，试图将标准 Python
提速至少 5 倍，从而可以在许多应用场景下快到能够取代 C 语言。这曾是 CPython（特
指 Python 2.6）的一个优化分支，目的在于通过添加一个即时编译器来提高 Python 的
兼容性和速度。正如我在 2012 年写的，这个项目似乎注定失败（根据这个项目被撤回
的 PEP，“带着一丝挪威的忧郁不舍地离去”）。然而，它带给我们的教训能使我们
在另一方面受益，你可以在网上检索更多的重大进展

译注 2

。

尽管未来的实现方案有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改变 Python 的运行时结构（runtime structure），
但就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内来看，字节码编译仍然将会是一种标准。字节码的可移植性和运
行时的灵活性对于很多 Python 系统来说是很重要的特性。此外，为了实现静态编译，而增
加类型约束声明将会破坏这种灵活、紧凑、简明以及所有代表了 Python 编码精神的特性。
由于 Python 本身高度动态的本质，今后的任何实现方式都可能保留诸多当前的 PVM 的产物。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 Python 的执行模型（Python 是如何运行程序的），并探索了这个模型的一些变
体（即时编译器以及类似的工具）。尽管编写 Python 脚本并不要求你了解 Python 的内部实现，
通过本章介绍的主题获得的知识会帮助你从一开始编码时就真正理解程序是如何运行的。
下一章，我们将开始实际运行编写的代码。那么，首先让我们开始常规的章节测试吧。

本章习题
1.

什么是 Python 解释器？

2.

什么是源代码？

3.

什么是字节码？

4.

什是 PVM ？

5.

请列举两个或多个 Python 标准执行模型的变体的名字。

译注 1：有一次 Python 和 Parrot 的创始人打赌，如果谁的实现更快，谁就可以朝对方的脸上扔一
块蛋糕。最终，Python 创始人赢了，并在 OSCON 会议的讲台上朝 Parrot 创始人的脸上
扔了一块蛋糕。详情参见 http://archive.oreilly.com/pub/a/oscon2004/friday/index.html 和
http://www.artima.com/forums/flat.jsp?forum=122&thread=27898。
译注 2：据原书作者的说法，现在已经有相当多和编译器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包括 Numba（有
关数值工作）、Pyjion（来自微软公司）、Pyston（基于 LLVM）、Transcrypt（从 Python
到 JavaScript）以及 Pythran（从 Python 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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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Python、Jython 以及 IronPython 有什么不同 ?

7.

什么是 Stackless 和 PyPy ？

习题解答
1.

Python 解释器是运行你所编写的 Python 程序的程序。

2.

源代码是为程序所写的语句：它由文本文件中的文本组成，通常以 .py 作为后缀名。

3.

字节码是 Python 将程序编译后所得到的低级形式。Python 自动将字节码保存到后缀名
为 .pyc 的文件中。

4.

PVM 是 Python 虚拟机，它是 Python 的运行时引擎，能解释编译得到的字节码。

5.

Psyco、Shed Skin 以及冻结二进制文件都是执行模型的变体。除此之外，在接下来的两
个问题中提到的其他 Python 实现，以替代字节码和虚拟机或是添加工具和 JIT 的形式，
对 Python 的执行模型进行改进。

6.

CPython 是 Python 语言的标准实现。Jython 和 IronPython 分别是 Python 程序在 Java
和 .NET 环境中的实现，它们都是 Python 的替代编译器。

7.

Stackless 是 一 种 针 对 并 发 性 而 增 强 的 Python 版 本， 而 PyPy 是 针 对 速 度 而 增 强 的
Python 实现。PyPy 作为 Psyco 的继任者，融合了 Psyco 中的 JIT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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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你应如何运行程序

好了，是时候开始编写程序了。现在你已经掌握了程序执行模型的知识，终于可以准备开
始一些真正的 Python 编程了。假设你已经在计算机上安装好了 Python；如果还没有的话，
请参照上一章的开头和附录 A 来获取一些在各个平台安装和配置的提示。本章的目标是学
习如何运行 Python 程序代码。
我们已经介绍了许多执行 Python 程序的方式。本章中所讨论的都是当前常用的程序启动技
术。与此同时，你将学习如何交互地输入程序代码，以及如何将代码保存至一个文件从而
以你喜欢的方式运行：可以在系统命令行中运行，点击图标运行，模块导入， e x e c 调用，
以及 IDLE GUI 中的菜单选项等。
与上一章一样，如果你之前有过编程经验并且迫不及待地想开始探索 Python，那么你可以
大致浏览本章后直接跳到第 4 章。但是不要跳过本章开始的预备知识和说明约定、代码调
试技巧总览，以及对模块导入的概述——这些都是理解 Python 程序架构的必要知识，我们
要等到后面的部分才会重温它们。我同时建议你阅读一下关于 IDLE 和其他 IDE 的小节，
去发现更适合你的工具，从而使你能开发更为复杂的 Python 程序。

交互式命令行模式
我们从这一节开始介绍交互式编程的基础知识。因为它是我们运行代码的最初体验，我们
也会包含一些预备知识，如设置工作目录和系统路径。如果你是一位编程新手，一定要阅
读完本节。本节还会解释一些全书中使用的约定，因此多数读者都应该快速浏览一遍。

开始一个交互式会话
也许最简单的运行 Python 程序的办法就是在 Python 交互式命令行中输入这些程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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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称为交互式提示模式。你有多种方式可以开始这样的命令行：在 IDE、系统终端中等。
假设解释器已经作为一个可执行程序安装在系统中，对于各平台打开交互解释器会话的通
用方式，一般是在操作系统的提示命令行下输入 python，且不带任何参数。例如：
% python
Python 3.3.0 (v3.3.0:bd8afb90ebf2, Sep 29 2012, 10:57:17) [MSC v.1600 64 bit ...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Z

在系统命令行下输入“python”后即可开始一个交互式的 Python 会话；这里列出的代码开
始处的“%”字符代表通用的系统提示符，该字符不需要自己输入。在 Windows 系统上，
你可以键入 <Ctrl-Z> 结束这个会话；在 UNIX 系统，你可以用 <Ctrl-D>。
注意这里的系统命令行的概念是通用的，但你启动命令行的方式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会有
所不同：
•

在 Windows 中，你可以在 DOS 终端窗口（一个名为 cmd.exe 的程序，通常称为命令行）
中输入 python。如果想获取这个程序的更多细节，参见本章下面的边栏“Windows 平
台上的交互式命令行在哪里？”。

•

在 Mac OS X 中，你可以通过双击 Application → Utilities → Terminal，然后在打开的窗
口中输入 python 来开始一个 Python 交互式解释器。

•

在 Linux（和其他 UNIX 系统中）中，你可以在 shell 窗口或终端窗口中（例如，在
xterm 或控制台中运行的 ksh 或 csh 这样的 shell）输入 python 即可。

•

其他的系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或平台特定的工具。例如，在手持设备上，你可以点
击主窗口或应用程序窗口中的 Python 图标来启动一个交互式会话。

在大多数平台上，你可以通过不需要输入命令的其他方式来打开交互式命令行，但是这些
快捷键在不同平台上的差异甚至更大：
•

在 Windows 7 及之前的版本，除了在 shell 窗口中输入 python 以外，你也可以通过打开
IDLE GUI（将在后面讨论），或者从开始菜单中选择“Python (command line)”菜单项（第
2 章的图 2-1）来打开一个类似的交互式会话。两种方法都能得到一个 Python 交互式命
令行，其结果和使用“python”命令是类似的。

•

在 Windows 8 系统上，你没有一个开始按钮（至少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是如此），但
是那里也有获取之前所描述工具的其他方法。包括开始屏幕中的图标阵列、搜索、文
件资源管理器和开始屏幕下的“所有程序”入口。参阅附录 A 以获取该平台下的更多
指南。

•

其他平台也有着无需输入命令就可以开始 Python 交互式会话的类似方法，不过由于它
们相对繁琐，因而不适合在这里提及，你可以参阅相关系统的文档来获取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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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你见到 > > > 提示符，就进入了一个交互式 Python 解释器的会话中了——你可以输
入任何 Python 语句或者表达式并立即运行它们。我们很快就会这样做，但首先我们需要说
明少量的启动细节以确保所有读者都可以继续前进。

Windows 平台上的交互式命令行在哪里
那么你如何在 Windows 下开启命令行界面呢？一些 Windows 读者已经知道，但是
UNIX 开发者和初学者可能不知道；比起 UNIX 系统来，Windows 的终端或控制台窗
口并不那么出名。下面是一些帮助你找到命令行的指南，根据每个 Windows 版本的
不同可能会稍有变化。
在 Windows 7 和更早的版本，这经常位于开始→所有程序菜单的附件部分，或者你可
以在开始→“运行…”对话框或开始菜单的搜索框中输入 c m d 来运行它。如果愿意，
你可以创建一个桌面快捷方式图标来更快地完成这一切。
在 Windows 8 下，你可以通过右击屏幕左下角的预览图弹出的菜单进入命令行；或者
可以通过开始屏幕中的“所有程序”中 Windows 系统部分找到它；或者通过屏幕右
上角下拉出现的搜索框中输入 cmd 或 command prompt。很可能存在其他方法，触摸屏
也给予相似的途径。如果你嫌这些操作太麻烦，可以把命令行放在桌面任务栏以便下
次能快速启动。
这些步骤很可能会随时间变化，也很有可能随着电脑和用户变化。我试图避免把本书
变成一本讲解 Windows 的书，所以我会在这里结束对这一话题的简短讨论。如有疑问，
尝试一下系统的帮助界面。（当然，它们的使用可能也会和它们为之提供帮助的工具
一样随着时间而变化！）
对于任何阅读这个边栏并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条脱离水的鱼的 UNIX 用户，请注意：
你可能也对 Cygwin 系统感兴趣，它实现了 Windows 下完整的命令行。参阅附录 A 以
获取更多内容。

系统路径
当我们在上一小节启动的一个交互式会话中输入 python 时， 我们依赖于系统帮我们在程序
搜索路径中定位 Python 程序的位置。根据 Python 版本和平台的不同，如果你没有设置系
统的 PATH 环境变量来包括 Python 的安装路径，可能需要用你机器上的 Python 可执行文件
的完整路径来代替单词“python”。例如，在 UNIX 或 Linux 上，你可以输入 /usr/local/
bin/python（或 /usr/bin/python3）。在 Windows 上，你可以输入 C:\Python33\python（对
于 3.3 版本）：
c:\code> c:\python33\python
Python 3.3.0 (v3.3.0:bd8afb90ebf2, Sep 29 2012, 10:57:17) [MSC v.1600 64 b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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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Z

或者，你可以在输入 p y t h o n 之前运行“cd”目录改变命令进入到 Python 的安装目录下，
你可以在 Windows 中使用 cd c:\python33，例如：
c:\code> cd c:\python33
c:\Python33> python
Python 3.3.0 (v3.3.0:bd8afb90ebf2, Sep 29 2012, 10:57:17) [MSC v.1600 64 bit ...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Z

不过，你会更希望设置 PATH 变量，使得简单的“python”就可以启动。如果你不知道 PATH
是什么或如何设置它，参阅附录 A，其中涵盖了这种在每个平台上都不同的环境变量，也
包括在本书中不太会使用的 Python 命令行参数。Windows 用户的简单方法：参看控制面板
系统选项的高级系统设置。如果你在使用 Python 3.3 及之后的版本，如同下节所讲，这在
现有的 Windows 上是全自动的。

Python 3.3 中的新 Windows 选项：PATH 和启动器
接下来的一小节和本章大部分主要描述了 Python 3.3 之前的 2.X 和 3.X 版本的通用运行状
态。从 Python 3.3 开始，Windows 安装程序有一个选项，在选中时能够使 Python 3.3 的目
录自动添加到系统的 P A T H。如果你使用了这个选项，不必再输入目录的路径或像上一节一
样敲一个“cd”来运行 python 命令。如果你愿意，在安装时确定勾选此选项，因为默认情
况下该选项关闭。
更有用的是，Python 3.3 自带了一个新的能自动安装的 Windows 启动器，这是一个携带可
执行程序的系统，p y 会打开一个控制台而 p y w 不会，它们都被放置于系统路径的目录中，
是开箱即用的，因而不需要配置 PATH，改变目录或目录路径前缀：
c:\code> py
Python 3.3.0 (v3.3.0:bd8afb90ebf2, Sep 29 2012, 10:57:17) [MSC v.1600 64 bit ...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Z
c:\code> py -2
Python 2.7.3 (default, Apr 10 2012, 23:24:47) [MSC v.1500 64 bit (AMD64)] ...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Z
c:\code> py -3.1
Python 3.1.4 (default, Jun 12 2011, 14:16:16) [MSC v.1500 64 bit (AMD64)] ...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Z

就像最后两条命令所展示的那样，这些可执行程序在同一命令行（或如后面所讨论的，在
脚本头部 UNIX 风格的 #! 行）也接受 Python 的版本号，当点击时也会像原始的 python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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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程序一样打开相关的 Python 文件。python 可执行程序依然可以像它们之前那样工作，
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启动器的新程序所超越。
启动器是 Python 3.3 的标准组件，也能同其他的版本单独使用。我们将在本章和后续章节
看到更多关于新启动器的内容，并简要介绍它对 # ! 行的支持。然而，因为只有 Windows
用户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同时只有在 3.3 版本或独立安装的情况下才有启动器，所以我
把关于启动器的几乎所有细节都安排在附录 B 中。
如果你在 Windows 下使用 Python 3.3 或是更新的版本，建议你不妨先绕路到附录一探究竟。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运行 Python 命令行和脚本的方法。简单
来说，启动器的用户可以在本书的大部分系统命令中输入 py 来替代 python，并避免一些配
置步骤。特别是在那些有着多个不同版本 Python 的电脑上，新的启动器让你能更好地显式
掌控运行代码的 Python 版本。

运行的位置：代码目录
现在我已经开始介绍如何运行代码，但我想预先说一下在哪里运行代码。简单起见，在本
章和本书中大多数时候我会从自己的 Windows 电脑上所创建的 C:\code 工作目录（文件夹）
来运行代码，这是我的主驱动的一个顶级子目录。那是我开始大部分交互式会话的地方，
也是我要保存和运行绝大多数脚本文件的地方。这也意味着示例创建的文件多数都会在这
个目录中展示。
如果你想继续学习，你就得在开始前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如果你需要一些设置工作目录的
帮助，这里是一些小建议：
•

在 Windows 系统上，你可以使用文件资源管理器或命令行窗口创建工作代码目录。在
文件资源管理器中，在文件菜单中或右击选择新建文件夹。在命令行下，通常在你 c d
进入到满意的父目录后，输入并运行 mkdir 命令（例如 cd c\: 和 mkdir code）。你
的工作目录可以放在你喜欢的任何地方，能以你愿意的任何方式命名，并且不必是 C:\
code（因为它在提示符下很简短，所以我才选择这个名字）。不过在同一个目录下运行，
能够帮助你跟踪工作并简化你的任务。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Windows 的相关内容，参见
本章关于命令行的边栏，也可参见附录 A。

•

在以 UNIX 为基础的系统（包括 Mac OS X 和 Linux）上，你的工作目录也许通过在一
个 shell 窗口或与平台相关的 GUI 文件资源管理器中输入 m k d i r 命令来创建，并位于
/usr/home 下。不过它们用到的概念是相同的。虽然目录的名字可能会变（比如 /home、
/cygdrive/c），但 Windows 上的类 UNIX 系统 Cygwin 也是如此。

你也可以在将代码存储在 Python 的安装目录下（如 Windows 上的 C:\Python33）来简化一
些命令行，从而无需设置 PATH。但是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该目录是留给 Python 自身的，

你应如何运行程序 ｜ 61

learning_python_5e-a.indd 61

18/10/16 下午4:17

所以如果 Python 自身被移动或卸载了，那么你的文件也将不能幸免。
一旦你创建成功了工作目录，总在那进行本书的示例学习吧。本书中我运行代码并展现目
录的提示符反映了我 Windows 笔记本上的工作目录；当你看见 C:\code> 或是 %，可以把它
们当作自己目录的位置和名字。

不需要输入的内容：提示符和注释
关于提示符，本书有时会把系统提示符表示为通用的 %，有时会是 Windows 形式完整的 C:\
c o d e >。前者表示平台是不可知的（来源于早期的 Linux 版本），后者则用在 Windows 的
特定上下文中。同时，本书中提示符的后面都有一个空格以增加可读性。不管你的机器上
的具体情况如何，本书中系统命令行开头的 % 字符代表各平台系统的提示符。例如，在我
的机器上 % 代表 Windows 命令行下的 C:\code>，在 Cygwin 安装下则代表 $。
致初学者：你不要输入在本书交互式代码段中出现的 % 字符（或者有时是 C:\code 代表的
系统提示符），因为这是系统打印的文本。你只需要输入这些系统提示符后面的文本。类似地，
不要输入在交互式列表解释器的行首显示的“> > >”和“…”字符，这些是 Python 自动展
示作为交互式代码入口的可视化引导的提示符。只要在这些 Python 提示符的后面输入文本。
例如，“…”提示符在一些 shell 中用于行的延续，但是并不在 IDLE 中出现，“…”有时
在本书的一些列表但不是全部的列表中出现；如果在界面中没有，不要自己输入它。
为了帮助你记住这点，本书中用户输入以粗体显示，而提示符并不是粗体的。在一些系统
上（例如，第 2 章讲述的专注于性能的 PyPy 实现使用 4 字符的“>>>>”和“…”），提示
符会有所不同，但这条规则依然适用。牢记在这些系统和 Python 提示符后面输入的命令将
会被立即执行，通常也不会保存在我们要创建的源文件中，我们很快会看到为什么这个区
别很重要。
同样地，正常情况下你在本书的列表中也不必输入以 # 字符开始的文本，你会学到，这些
是注释，而不是可执行代码。除了在 UNIX 脚本或 Python 3.3 Windows 启动器脚本的顶部
# 作为一个指令外，你可以放心地忽略 # 后面的文字（了解更多关于 UNIX 和启动器的信息，
参阅本章和附录 B）。
注意： 如果你继续往后学习，第 17 章中的交互式列表会去掉大部分的“…”连接提示符，以
此来方便读者从电子书或其他地方对如函数和类等大型代码进行剪切和粘贴；或者，一
次粘贴或输入一行并漏掉提示符。至少在起步阶段，手动输入代码很重要，这培养你对
语法细节和错误的感觉。一些例子或是通过其自身列出，或是通过本书实例包（前言）
中的命名文件列出。我们会经常转变列表格式。当你感到疑惑的时候，如果看见“>>>”，
就意味着你在交互式输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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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地运行代码
有了那些预备知识后，让我们开始输入一些实际的代码吧。
Python 交互对话刚开始时会打印两行信息文本以说明 Python 版本号并给予一些提示（为了
节省章节内容在这里省略了这个例子），然后显示等待输入新的 Python 语句或表达式的提
示符“>>>”。在交互式命令行下工作，输入代码的结果将会在按下 Enter 键在“>>>”这一
行之下显示。例如，这里是两条 Python print 语句的结果（print 在 Python 3.X 中确实是
一个函数调用，但在 Python 2.X 中不是，因此，这里的括号只在 Python 3.X 中需要）：
% python
>>> print('Hello world!')
Hello world!
>>> print(2 ** 8)
256

就是它了，我们刚刚运行了一些 Python 代码（别怕，这可不是“西班牙审讯”）。现在还
不需要为这里显示的 p r i n t 语句的细节担心（我们将会在下一章开始深入了解语法）。简
而言之，这两行语句打印了一个 Python 的字符串和一个整数，正如每个“ > > >”输入行下
边的输出行显示的那样（在 Python 中，2 ** 8 的意思是 2 的 8 次方）。
像这样在交互式命令行下工作，想输入多少 Python 命令就输入多少，每一个命令在输入回
车后都会立即运行。此外，由于交互式对话自动打印输入表达式的结果，在这个提示模式下，
往往不需要每次都刻意地输入“print”：
>>> lumberjack = 'okay'
>>> lumberjack
'okay'
>>> 2 ** 8
256
>>> ^Z
%

# Use Ctrl-D (on UNIX) or Ctrl-Z (on Windows) to exit

此处，第一行把一个值赋给了一个变量（lumberjack）从而保存它，变量通过赋值语句创
建；最后两行的输入为表达式（lumberjack 和 2**8），它们的结果是自动显示的。像这里
一样退出交互对话并回到系统 shell 提示模式，在类 UNIX 系统中输入 <Ctrl-D> 退出；在
Windows 系统中输入 <Ctrl-Z> 退出。在随后讨论到的 IDLE GUI 中，输入 <Ctrl-D> 退出或
简单地关闭窗口来退出。
注意清单右侧的斜体注释（这里以“#”开始）。我会一直使用这些来说明什么正在被阐述，
但是你不必自己输入这些文本。实际上，就像系统和 Python 提示符一样，你不需要在系统
命令行上输入这个；Python 把“#”部分当作注释，但在系统提示符里可能会是一个错误。
现在，我们对这次会话中的代码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仅仅是输入一些 Python 的打印语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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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赋值的语句，以及一些表达式，这些我们都会在稍后进行深入的学习。这里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注意到解释器在每行代码输入完成后，也就是按下回车后立即行。
例如，当在“>>>”提示符下输入第一条打印语句时，输出（一个 Python 字符串）立即回
显出来。没有必要创建一个源代码文件，也没有必要在运行代码前先通过编译器和链接器，
而这些是以往在使用类似 C 或 C++ 语言时所必需的。在本章后面你将看到，也可以在交互
提示符中运行多行语句，在你输入了所有语句行并且两次按下 Enter 键添加一个空行之后，
会立即运行这条语句。

为什么要使用交互式命令行模式
交互提示模式根据用户的输入运行代码并响应结果，但是，它不会把代码保存到一个文件中，
尽管这意味着你不能在交互会话中编写大量的代码，但交互提示仍然是体验语言和测试编
写中的程序文件的好地方。

实验
由于代码是立即执行的，交互命令行模式变成了实验这个语言的绝佳地方。这会在本书中
示范较小的例子时常常用到。实际上，这也是需要牢记的第一条原则：当你对一段 Python
代码的运行有任何疑问的时候，马上打开交互命令行并实验代码，看看会发生什么。
例如，假设你在阅读一个 Python 程序的代码并遇到了像 'Spam!' * 8 这样一个不理解其含
义的表达式。此时，你可能要花上 10 分钟翻阅手册、书本或网页来尝试搞清楚这段代码做
什么，或者你也可以直接交互式地运行它：
% python
>>> 'Spam!' * 8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 Learning by trying

通过交互提示模式接收到的直接反馈，通常是搞清楚一段代码到底做什么的最快的方式。
这里，它清楚地显示：这条语句重复字符串，在 Python 中，* 表示数字相乘，但对于字符
串来说，表示重复，就像重复地把一个字符串连接到其自身（本书第 4 章将详细介绍字符串）。
这种体验方式不会带来任何破坏（至少目前还没有），这是不错的。要进行真正的破坏，
例如删除文件并运行 shell 命令，你必须尝试显式地导入模块（你还需要对 Python 的系统
接口了解更多，才能变得这么有危险性）。直接的 Python 代码总是可以安全运行的。
例如，当你在交互提示模式中犯了一个错误的时候，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 Making mistakes
>>> X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in <module>
NameError: name 'X' is not defined

64 ｜ 第 3 章

learning_python_5e-a.indd 64

18/10/16 下午4:17

在 Python 中，给一个变量赋值之前就使用它，这总是一个错误；否则，如果名字总是填充
了默认值，一些错误将变得无法检测。这意味着你在增加计数器之前必须将其初始化为零，
你在扩展列表之前必需将其初始化等；你不需要声明变量，但是变量必须在访问它们的值
之前被赋值。
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了解这一点，这里的重要之处在于，当你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时候，
不会导致 Python 或计算机崩溃。相反，你会得到一条有意义的出错消息，指出该错误以及
出错的代码行，并且你可以继续自己的会话或脚本。实际上，一旦你熟悉了 Python，其出
错消息通常能够提供你所需的调试支持（在 “调试 Python 代码”边栏中了解更多关于调试
选项的知识）。

测试
除了充当学习语言的体验工具，交互式解释器也是测试已经写入到文件中的代码的好地方。
你可以交互地导入模块文件，并且通过在交互提示模式中运指如飞地输入命令，从而在它
们定义的工具上运行测试。
例如，下面的代码在 Python 的标准库所附带的一个预编码的模块中测试一个函数（它显示
出我们当前所工作的目录的名称，成对的反斜杠只代表一个），但一旦开始编写自己的模
块文件，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 import os
>>> os.getcwd()
'c:\\code'

# Testing on the fly

更为常见的是，交互提示模式是一个测试程序组件的地方，不需要考虑其源代码，你可以
在 Python 文件中导入并测试函数和类，通过输入命令来连接 C 函数，在 Jython 中使用的
Java 类等。部分是因为这种交互的本身特性，Python 支持了一种实验性和探索性的编程风格，
当开始使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风格是很方便的。尽管 Python 程序员也使用文件中的
代码（稍后我们将在本书中学习使其简化的方法）进行测试，对大多数程序员来讲，交互
命令行模式依然筑起了测试保卫战的第一道防线。

使用注意：交互命令行模式
交互命令行模式简单易用，不过这里还有一些初学者需要牢记的技巧。在本章中，我列出
了一些如下的常见错误列表以供参考，但是，如果你提前阅读它们的话，会帮助你避免一
些令人头疼的问题：
•

只能输入 Python 命令。首先，记住只能在 Python 交互式命令行下输入 Python 代码，
而不要输入系统的命令。这里有一些方法可以在 Python 代码中使用系统命令（例如使
用 os.system），但是并不像简单地输入命令那么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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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 语句仅在文件中才是必需的。在交互解释器中自动打印表达式的结果，不需要在
交互式命令行下输入完整的打印语句。这是一个不错的特性，但是换成在文件中编写
代码时，用户就会产生一些困惑：在文件中编写代码，必须使用 print 语句来进行输出，
因为表达式的结果不会自动显示。记住，在文件中需要写 print，在交互式命令行下则
是可选的。

•

在交互命令行模式下不需要缩进（目前还不需要）。当输入 Python 程序时，无论是在
交互式命令行下还是在一个文本文件中，请确定所有没有嵌套的语句都在第一列（最
左边）。如果不是这样，Python 也许会打印“SyntaxError”的信息。在第 10 章以前，
你所编写的所有语句都不需要嵌套，所以这条法则目前都还适用。记住， 每行开头的
空格也会产生错误的消息，所以不要在交互式命令行下以一个空格或制表符开始，除
非这是一段嵌套代码。

•

留意复合语句下的提示符变化。我们在第 4 章之前不会见到复合（多行）语句，笼统
地讲是在第 10 章之前。但是，为了预先有个准备，当在交互模式下输入两行或多行的
复合语句时，提示符会发生变化。在简单的 shell 窗口界面中，交互提示符会在第 2 行
及后边的行由“> > >”变成“. . .”；在 IDLE 的 GUI 界面中，第 1 行之后的行会自动
缩进。
在第 10 章中将看到这为什么如此重要。就目前而言，如果在代码中输入，偶然碰到“...”
这个提示符或空行，这可能意味着让交互式命令行的 Python 误以为输入多行语句。试
着点击回车键或 <Ctrl-C> 组合键来返回主提示模式。也可以改变“>>>”和“...”（它
们在内置模块 sys 中定义），但是在本书的例子中，假定并没有改变过这两个提示符。

•

在交互命令行模式中，用一个空行结束复合语句。在交互命令行模式中，要告诉交互
式 Python 已经输入完了多行语句，必须要插入一个空行（通过在一行的起始处按下
Enter 键）。也就是说，你必须按下 Enter 键两次，才能运行一条复合语句。相反，在
文件中空行是不需要的，并且如果有的话也将会忽略。在交互式命令行下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在一条复合语句的末尾按两次 Enter 键，将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交互式
解释器根本什么也不会做，它等着你再次按下 Enter 键。

•

交互命令行模式一次运行一条语句。在交互提示模式中，你必须运行完一条语句，然
后才能输入另一条语句。对于简单语句来说，这很自然，因为按下 Enter 键就可以运行
输入的语句。然而，对于复合语句，记住必须提交一个空行来结束该语句，然后运行它，
之后才能输入下一条语句。

输入多行语句
冒着重复的风险，在更新本章内容的时候，我收到了受最后两项错误伤害的读者的邮件，
因此，这两项错误还是值得强调的。我将在下一章中介绍多行（复合）语句，并且我们将
在本书后面更正式地介绍其语法。由于它们在文件中和在交互命令行模式中的行为略有不
同，因此，这里有两点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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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交互命令行模式中，注意像结束 f o r 循环和 i f 测试那样，用一个空行结束多行复
合语句。换言之，必须按两次 Enter 键来结束整个多行语句，然后让其运行。例如（这里的
双关不是有意的）：
>>> for x in 'spam':
print(x)
...
...

# Press Enter twice here to make this loop run

在脚本文件中，复合语句后面不需要空行；只在交互命令行模式下，才需要该空行。在文件中，
空行不是必需的，如果出现了，将会直接忽略掉；在交互命令行模式中，它们会结束多行语句。
记住：先前的“...”延续行提示符是作为可视化引导由 Python 自动打印的；你的界面（例
如 IDLE）中可能并没有它，本书有时也会将其遗漏。当它不在的时候，不要自己输入这个
字符。
还要记住，交互命令行模式每次只运行一条语句：必须按两次 Enter 键来运行一个循环或其
他的多行语句，然后才能输入下一条语句：
>>> for x in 'spam':
print(x)
...
... print('done')
File "<stdin>", line 3
print('done')
^
SyntaxError: invalid syntax

# Press Enter twice before a new statement

这意味着不能在交互命令行模式中复制并粘贴多行代码，除非这段代码的每条复合语句的
后面都包含空行。这样的代码最好在一个文件中运行，下一小节将讨论这一话题。

系统命令行和文件
尽管交互命令行对于实验和测试来说都很好，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Python 一旦执
行了输入的程序之后，它们就消失了。在交互式命令行下输入的代码是不会保存在一个文
件中的，所以为了能够重新运行，不得不从头开始输入。复制－粘贴和命令重调在这里也
许有点用，但是帮助也不是很大，特别是当输入了相对较大的程序时。为了从交互式会话
中复制－粘贴代码，不得不重新编辑清理出 Python 提示符、程序输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这实在不是一种现代的软件开发方法论。
为了能够永久保存程序，需要在文件中写入代码，这样的文件通常叫作模块。模块是一个
包含了 Python 语句的简单文本文件。一旦编写完成，可以让 Python 解释器多次运行这样
的文件中的语句，并且可以以多种方式去运行：通过系统命令行，通过点击图标，通过在
IDLE 用户界面中选择等方式。无论它是如何运行的，每一次当你运行模块文件时，Python
都会从头至尾地执行模块文件中的每一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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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的术语可能会有某些变化。例如，模块文件常常作为 Python 写成的程序。也就是
说，一个程序是由一系列预编写好的语句构成，保存在文件中，从而可以反复执行。可以
直接运行的模块文件往往也叫作脚本（一个顶层程序文件的非正式说法）。有些人将“模
块”这个说法应用于被另一个文件所导入的文件，而将“脚本”应用于一个程序的主文件；
我们通常也会这样做。（之后会为大家继续解释“顶层”“导入”“主文件”的含义）。
不论你怎样称呼它们，下面的几部分内容将会探索如何运行输入至模块文件的代码。这一
节将会介绍如何以最基本的方法运行文件：通过在系统命令行模式下的 python 命令行列出
它们的名字。对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有些粗糙简单，但可以通过使用如 IDLE（后面讨论）
这类 GUI 避免。对于很多程序员而言，一个系统 shell 命令行窗口加上一个文本编辑器窗口，
这就组成了他们所需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的主力部分。

第一段脚本
让我们开始吧。打开文本编辑器（例如，vi、Notepad 或 IDLE 编辑器），在命名为 script1.
py 的新文本文件中输入如下 Python 语句，并把它保存在之前创立的工作代码目录：
# A first Python script
import sys
print(sys.platform)
print(2 ** 100)
x = 'Spam!'
print(x * 8)

# Load a library module
# Raise 2 to a power
# String repetition

这个文件是我们第一个正式 Python 脚本（不算第 2 章中仅 2 行的那个脚本）。对于这个文
件中的代码，我们应该不会担心太多，但是，简要来说，这个文件：
•

导入一个 Python 模块（附加工具的库），以获取系统平台的名称。

•

运行 3 个 print 函数调用，以显示脚本的结果。

•

使用一个名为 x 的变量，在创建的时候对其赋值，保存一个字符串对象。

•

应用我们将从下一章开始学习的各种对象操作。

这里的 s y s . p l a t f o r m 只是一个字符串，它表示我们所工作的计算机的类型，它位于名为
sys 的标准 Python 模块中，我们必须导入以加载该模块（稍后将详细介绍导入）。
为了增加乐趣，我在这里还添加了一些正式的 Python 注释，即 # 符号之后的文本。我先前
提到过这些，既然它们现在出现在脚本里，就得更加正式一些。注释可以自成一行，也可
以放置在代码行的右边。# 符号后的文本直接作为供人阅读的注释而忽略，并且不会看作语
句的语法的一部分。如果你要复制这些代码，也可以忽略掉注释，它们只是提供信息。在
本书中，我们通常使用一种不同的格式体例来让注释更加容易识别，但是，在代码中，它
们是作为正常文本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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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现在不要在意这个文件中的代码的语法，我们随后将学习其所有的语法。主要要注
意的是，我们已经把这段代码输入到一个文件中，而不是输入到交互命令行模式中。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已经编写了一个功能完整的 Python 脚本。
注意，这个模板文件叫作 script1.py。对于所有的顶层文件，也应该直接叫作脚本，但是，
要导入到客户端的代码的文件必须用 .py 后缀。我们将在本章稍后学习导入。此外，一些文
本编辑器通过 .py 后缀来检测 Python 文件，如果没有这个后缀，可能无法使用如语法着色
和自动缩进等功能。

使用命令行运行文件
保存如这个文本文件，可以像下面这样将其完整的文件名作为一条 python 命令的第一个参
数，在系统 shell 命令行中输入（不要在 Python 交互式命令行下输入，如果下面的代码不工作，
继续阅读下一段），从而要求 Python 来运行它：
% python script1.py
win32
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再次，我们可以在系统所提供的用于命令行的任何入口（例如一个 Windows 命令行窗口、
一个 xterm 窗口，或者类似的窗口）中，输入这样的一个系统 shell 命令。但是确保在所保
存脚本文件的相同工作目录下运行它（如果需要“cd”到那里），并确保在系统命令行下
运行它，而不是 Python 的“>>>”提示符。也要记住，如果你的 PATH 设置没有配置的话，
要像前面一样，用完整的目录路径替换“python”。但是“py”Windows 启动器程序并不
要求如此，3.3 及后续版本也可能不要求。
对初学者的另一个提示：不要在上一节创建的 script1.py 源文件中输入任何前面的文本。
这些文本是一个系统命令和程序输出，不是程序代码。这里的第一行是用来运行源文件的
shell 命令，接下来的一些行是源文件 p r i n t 语句产生出来的结果。再次，记住 % 代表系统
提示符——不要自己输入它（不要嫌唠叨，这是很普遍的一个初级错误）。
如果一切工作按计划进展，这条 shell 命令将使得 Python 一行一行地运行这个文件中的代码，
并且，我们将会看到该脚本的 3 条 print 语句的输出：Python 所知道的底层平台的名称、2
的 100 次方，以及我们前面见过的相同的字符串重复表达式的结果（第 4 章将介绍后两者
的更多细节）。
如果一切没有按计划进行，你会得到一条错误消息，确保已经在文件中精确地输入了这里
所示的代码，并再次尝试。下一节有对这一过程的额外选项和指南，我们将在边栏“调试
Python 代码”部分介绍调试选项，但是，目前你可能只能死记硬背。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失
败的话，你也许需要尝试下在前面讨论的 IDLE GUI 中运行，这是一个包装了一些启动细
节的工具，但有时却是以牺牲你使用命令行时更明确的控制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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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嫌复制代码单调乏味或者易出错的话，你也可以从网站上获取示例代码，但在开
始阶段输入代码会帮助你学习避免语法错误。参阅前言来了解如何获取本书示例文件的细
节。

不同的命令行使用方式
由于这种方法使用 shell 命令行来启动 Python 程序，所有常用的 shell 语法都适用。例如，
我们可以使用特定的 shell 语法，把一个 Python 脚本的输出定向到一个文件中，从而保存
起来以备以后使用或查看：
% python script1.py > saveit.txt

在这个例子中，前面运行中的 3 个输出行都存储到了 saveit.txt，而不是打印出来。这通
常叫作流重定向（stream redirection），它用于文本的输入和输出，而且在 Windows 和类
UNIX 系统上都可以使用。这对测试来说是很棒的，因为你可以编写监视其他程序输出变
化的程序。它几乎和 Python 不相关（Python 只是支持它而已），因此，我们在这里略过有
关 shell 重定向语法的细节。
如果你仍然在 Windows 平台上工作，这个例子也同样有效，但是，系统提示符和先前描述
的通常有所不同：
C:\code> python script1.py
win32
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通常，如果你没有把 P A T H 环境变量设置为包含 p y t h o n 的完整路径，确保在自己的命令中
包含它，或者首先执行切换目录命令来进入该路径：
C:\code> C:\python33\python script1.py
win32
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另一种情况，如果你在使用 Python 3.3（之前描述过） 中新的 Windows 启动器，p y 命令
有着同样的效果，但是它并不要求一个目录路径或 P A T H 设置，它也允许你在命令行指定
Python 版本号 :
c:\code> py -3 script1.py
win32
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在较新的 Windows 版本上，我们也可以只是输入脚本的名字，并省略掉 Python 本身的名字。
由于新的 Windows 系统使用 Windows 注册表（又称文件名关联）找到用哪个程序来运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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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文件，我们不需要在命令行上显式地使用名字“python”来运行一个 .py 文件。例如，在
大多数 Windows 机器上，前面的命令可以缩写如下，并可以被 3.3 之前版本的 python 或是 3.3
及之后版本的 p y 自动运行，就好像你在文件资源管理器中点击了文件图标一样（下面介绍
关于此选项的更多内容）：
C:\code> script1.py

最后，如果你所在的目录与工作的目录不同，别忘了给出脚本文件的完整路径。例如，如
下的系统命令行，运行自 D:\other，假设 Python 在你的系统路径中，但要运行的文件存放
在其他地方：
C:\code> cd D:\other
D:\other> python c:\code\script1.py

如果你的 P A T H 没有包含 Python 的目录，你没有在使用 Windows 启动器 p y 程序，并且
Python 和脚本文件都没有位于你所工作的目录中，那么针对两者都使用完整的路径：
D:\other> C:\Python33\python c:\code\script1.py

使用注意：命令行和文件
从系统命令行开始运行程序文件是相当直接明了的启动选择，特别是在通过你之前的日常
工作已熟悉了命令行的使用时。由于几乎每台电脑都有某种命令行和目录结构的概念，所
以这也许是运行 Python 程序最便捷的方式。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提示大家注意这些新手
陷阱以帮助你避免一些挫折感：
•

注意 Windows 和 IDLE 上的自动扩展名。如果使用 Windows 系统的记事本编写程序文
件，保存文件时要注意选择所有文件类型，并显示地指定文件后缀为 .py。否则记事本
会自动将文件保存成扩展名为 .txt 的文件（例如保存成 spam.py.txt），导致在某些项目
中难以使用；如此，它不会是便捷的。
更糟糕的是，Windows 默认隐藏文件扩展名，所以除非改变查看选项，否则你可能没
有办法注意到你编写的文件是文本文件而不是 Python 文件。文件的图标可以给我们一
些提示：如果图标上没有一条小蛇的话，你可能就有麻烦了。发生这样问题的其他一些
症状还包括 IDLE 中的代码没有颜色高亮，以及点击时没有运行而变成了打开编辑文件。
Microsoft Word 默认文件扩展名为 .doc。更糟糕的是，它增加了 Python 语法中不合乎
语法的一些格式字符。作为一条简要的法则，在 Windows 下保存文件时，永远要选择
所有文件，或者使用对程序员更加友好的文本编辑器，例如 IDLE。IDLE 甚至不会自
动添加 .py 后缀：这个特性程序员也许会喜欢，但是一般用户不会。

•

在系统命令行模式下使用文件扩展名和目录路径，但是在导入时别使用它们。在系统
命令行中别忘记输入文件的完整文件名。也就是说，使用 python script1.py 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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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script1。相反地，我们将会在本章后边提到 Python 的导入语句，忽略 .py 文件
后缀名以及目录路径（例如 import script1）。这看起来琐碎，混淆两者却是一个常
见的错误。
在系统命令行模式下，你是在一个系统的 shell 中，而不是 Python 中，所以 Python 的
模块文件的搜索规则不再适用了。正因如此，必须同时包括 .py 后缀，如果必要的话，
指向运行文件的绝对目录路径。例如，运行一个不在你工作目录中的文件时，一般都
需要列出其绝对路径（例如 python d:\tests\spam.py）。然而，在 Python 代码中，
你可以只写 import spam，并依靠 Python 模块搜索的路径定位文件，这将稍后进行介绍。
•

在文件中使用 print 语句。是的，我们已经这样说过了，但这是一个常见错误，值得我
们在这里重复说明。不像交互式命令行的编程，我们往往要使用 p r i n t 语句来看程序
文件的输出。如果没有看到如何输出，确保在你的文件中已经使用了“print”。在交互
式会话中是不需要 print 语句的，因为 Python 自动响应表达式的结果；这里的 print
无伤大雅，但确实是不必要的录入。

UNIX 风格可执行脚本：#!
我们下一项启动技能其实是上一个的特殊形式，不管本节的标题，这在今日的 UNIX 和
Windows 系统上都可应用于程序文件的运行。由于它生根发芽于 UNIX，所以让我们的故
事从这里讲起吧。

UNIX 脚本基础
如果在 Python、Linux 及其他的类 UNIX 系统上使用 Python，可以将 Python 代码编程为可
执行程序，就像使用 Shell 语言编写的 csh 或 ksh 程序一样。这样的脚本往往叫作可执行脚本。
简而言之，UNIX 风格的可执行脚本只是包含了 Python 语句的一般文本文件，但是有两个
特殊的属性：
•

它们的第一行是特定的。脚本的第一行往往以字符 #! 开始（常常叫作“hash bang”或
“shebang”），其后紧跟着机器 Python 解释器的路径。

•

它们往往都拥有可执行的权限。脚本文件往往通过告诉操作系统它们可以作为顶层程
序执行，而拥有可执行的权限。在 UNIX 系统上，往往可以使用 chmod +x file.py 来
实现这样的目的。

让我们看一个类 UNIX 系统的例子。再次使用文本编辑器创建一个名为 brian 的 Python 代
码文件：
#!/usr/local/bin/python
print('The Bright Side ' + 'of Life...')

# + means concatenate for st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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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顶端特定的一行告诉系统 Python 解释器保存在哪里。从技术角度讲，第一行是 Python
注释。就像之前介绍的一样，Python 程序的注释都是以 # 开始，直到本行的结束为止；
它们是为阅读代码的读者提供额外信息的地方。但是当第一行和这个文件一样的话，它在
UNIX 上就有特定的意义，因为操作系统使用它找到解释器来运行文件其他部分的程序代码。
并且，注意这个文件命名为 brian，而没有像之前模块文件一样使用 .py 后缀。给文件名增
加 .py 也没有关系（也许还会提醒你这是一个 Python 程序文件），但是因为这个文件中的
代码并不打算被其他模块所导入，这个文件的文件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通过使用 c h m o d
+x brian 这条 shell 命令赋予了这个文件可执行的权限，你就能够在操作系统的 shell 中运
行它，就好像这是一个二进制文件一样（下面的例子中，要么确保 “.” （当前工作目录）
在你的系统 PATH 设置中，要么通过 ./brian 运行）：
% bria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UNIX env 查找技巧
在一些 UNIX 系统上，可以避免在脚本文件中硬编码 Python 解释器的路径，而可以在文件
特定的第一行注释中像这样写：
#!/usr/bin/env python
...script goes here...

当这样编写代码的时候，e n v 程序可以通过系统的搜索路径的设置（在绝大多数的 UNIX
Shell 中，通过搜索 PATH 环境变量中罗列出的所有目录）定位 Python 解释器。这种方法可
以使代码更具可移植性，因为没有必要在所有的代码中的第一行都硬编码 Python 的安装路
径。如此一来，一旦脚本移动到新机器，或 Python 移动到新位置，你只需更新 PATH，而
不是全部的脚本。
假设在任何地方都能够使用 e n v，无论 Python 安装在系统的什么地方，你的脚本都可以照
样运行。事实上，这样的 env 形式比较一般化，比起如 /usr/bin/python 的形式更值得推荐，
因为一些平台可能会到处安装 Python。 当然，这是 env 在任何系统中都是相同的路径的前
提下（有些机器上，有可能在 /sbin、/bin 或其他地方）；如果不是的话，所有的可移植性
也就无从谈起了。

Python 3.3 Windows 启动器：Windows 也有 #! 了
对运行 Python 3.2 及之前版本的 Windows 用户的提示：这里介绍的方法是一个 UNIX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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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它在你的平台上可能不会工作。不必担心，直接使用前面探索过的基本命令行技巧吧。
在显式的 python 命令行上列出该文件的名称：

注1

C:\code> python brian
The Bright Side of Life...

在这一案例中，你不需要顶部的特殊 #! 注释（尽管当其出现时 Python 也会忽略它），而该
文件也不需要被赋予可执行的特权。实际上，如果你想要在 UNIX 和微软 Windows 之间可
移植地运行文件（当你总是使用基本命令行方式，而不是 UNIX 风格的脚本）来启动程序时，
你的生活就会更加简单。
如果你使用 Python 3.3 或之后的版本，或单独安装了它的 Windows 启动器，其结果是
UNIX 风格的 #! 行在 Windows 上确实也意味着什么。除了提供前面提到过的 py 可执行特
权之外，前面提到的新 Windows 启动器会企图解析 #! 行来决定启动哪一个 Python 版本运
行脚本的代码。此外，它允许你以完整或部分的形式给出版本号，在这一行分辨出最常见
的 UNIX 模式，包括 /usr/bin/env 形式。
当你从命令行运行带有 py 的程序脚本，以及点击 Python 文件图标时（在这种情况下 py 通
过文件名关联隐式地运行），启动器的 #! 解析机制开始起作用。不同于 UNIX，想要这个
在 Windows 上工作，你不必用可执行权限标记文件，因为文件名关联取得类似的结果。
例如，下面的第一段代码通过 Python 3.X 运行，第二段代码通过 Python 2.X 运行（没有显
式的编号，启动器默认为 2.X，除非你设置了 PY_PYTHON 环境变量）：
c:\code> type robin3.py
#!/usr/bin/python3
print('Run', 'away!...')
c:\code> py robin3.py
Run away!...
c:\code> type robin2.py
#!python2
print 'Run', 'away more!...'
c:\code> py robin2.py
Run away more!...

注 1：

# 3.X function
# Run file per #! line version

# 2.X statement
# Run file per #! line version

在我们探索命令行时已经讨论过，所有新的 Windows 版本也允许你在系统命令行上只输
入 .py 文件的名称——它们使用注册表决定该文件应该用 Python 打开（输入 brian.py 同
输入 p y t h o n b r i a n . p y 是等价的）。这一命令行模式精神上同 UNIX 的 # ! 是类似的，
尽管 Windows 上它是全系统的，而不是逐文件的。它也要求显示 .py 扩展名：没有它文
件名关联不能工作。一些程序可能实际中在 Windows 上解释和使用开头的 # ! 行，很像
在 UNIX 上所做的那样（包括 Python 3.3 的 Windows 启动器），但是 Windows 上系统级
shell 自身会简单地忽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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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命令行上传递版本号外这可以工作（前面为了开启交互命令行模式我们简要地见过
这个），当启动脚本文件时它也同样工作：
c:\code> py _3.1 robin3.py
Run away!...

# Run per command-line argument

总的效果就是启动器允许 Python 版本既可以逐文件指定，也可以逐命令行指定，分别通过
使用 # ! 代码行和命令行参数实现。至少这是启动器非常简短的介绍。如果你在 Windows
上正在使用 Python 3.3 或之后的版本，或是将来打算使用，我推荐你顺便看一下附录 B 中
对启动器的完整介绍（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的话）。

点击文件图标
如果你不是一位命令行狂热分子，一般你可以通过点击文件图标，使用开发 GUI 和运用其
他随平台变化的架构，启动 Python 脚本，从而避免使用命令行。让我们快速看一下这些替
代方案中的第一个吧。

图标点击基础知识
图标点击在绝大多数平台上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被支持。以下是这些如何在你的电脑上构
建的一个纲要：

Windows 图标点击
在 Windows 下，注册表使通过点击图标打开文件变得很容易。安装过后，点击 Python
程序文件，Python 使用文件名关联将其自身自动注册为打开它们的程序。正因如此，
你可以通过使用鼠标简单地点击（或双击）程序的文件图标来启动 Python 程序。
专门地，被点击的文件会通过两个 Python 程序中的一个运行，这依赖于其扩展名和你
正在运行的 Python 版本。在 Python 3.2 和之前的版本中，.py 文件在控制台（命令行）
窗口通过 python.exe 运行，而 .pyw 文件不需要控制台，通过 pythonw.exe 文件运行。
如果点击的话，字节代码文件也通过这些文件运行。根据附录 B，在 Python 3.3 和之后
的版本中（那里它被分别安装），新的 Windows 启动器的 py.exe 和 pyw.exe 程序起着
相同的作用，各自打开 .py 和 .pyw 文件。

非 Windows 图标点击
在非 Windows 系统中，也能够使用相似的技巧，但是图标、文件资源管理器导航方案
以及很多方面都有少许不同。例如，在 Mac OS X 系统上，你可能使用应用程序文件夹
下的 MacPython（或 Python N.M）文件夹中的 PythonLauncher，通过在 Finder 中点击
来运行。
在一些 Linux 和其他 UNIX 系统上，也许需要在文件资源管理器的 GUI 中注册 .py 的扩
展名，从而可以使用前一节介绍的 # ! 行技巧使脚本成为可执行的程序，或者通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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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安装程序，或者使用其他工具，以使文件的 MIME 类型与应用程序或命令相关联。
如果一开始点击后不能正常工作，请参考文件资源管理器的文档以获得更多细节。
换言之，图标点击在你的平台上通常如你所期待的那样可以工作，但是请确保参考 Python
标准手册集中的平台使用文档“Python 的安装和使用”获取所需的更多细节。

在 Windows 上点击图标
为了讲清楚，让我们继续使用前面编写的 script1.py 脚本，这里重复如下以节省篇幅：
# A first Python script
import sys
print(sys.platform)
print(2 ** 100)
x = 'Spam!'
print(x * 8)

# Load a library module
# Raise 2 to a power
# String repetition

我们已经介绍了，总是可以从一个系统命令行来运行这个文件：
C:\code> python script1.py
win32
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然而，点击图标让你不需要任何输入即可运行文件。为了实现这点，你得在电脑上找到这
个文件的图标。在 Windows 8 上，你可以右击屏幕左下角来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在更早
的 Windows 版本上，你可以在开始按钮的菜单中选择“计算机”（XP 中是“我的电脑”）。
还有其他方法能够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一旦你这么做了，在 C 驱动器上一直前进下去直
到进入你的工作目录。
此时此刻，你将会得到与图 3-1 的截图类似的文件资源管理器窗口（这里使用了 Windows 8）。
注意 Python 文件的图标是如何出现的：
•

源文件在 Windows 上有白色背景。

•

字节码文件有黑色背景。

根据上一章，在此图中我通过在 Python 3.1 中导入来创建字节码文件；3.2 及之后的版本是
在 __pycache__ 子目录中存储字节码文件，这里也显示了出来，我也是通过在 Python 3.3 中
导入来创建。正常情况下，你需要点击（或者运行）白色的源代码文件，以便得到你最新
的更改，而不是点击字节码文件——如果你直接启动字节码，Python 不会去检查源代码文
件是否发生了更改。为了启动这里的文件，直接点击 script1.py 的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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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在 Windows 上，Python 程序文件在文件资源管理器窗口中显示为一个图标，并通过
鼠标双击能够自动运行（尽管你采用这种办法也许不会看到打印的输出或错误提示）

Windows 上输入的技巧
遗憾的是，在 Windows 上，点击文件图标的结果也许不是特别令人满意。事实上，就像
刚才一样，这个例子的脚本在点击后可能产生一个令人困惑的“一闪而过”的结果——不
是 Python 程序的入门者通常所期盼的那种结果反馈。这不是 bug，但是与 Windows 版本的
Python 处理打印输出的方式有关 。
在默认情况下，Python 会生成一个弹出的黑色 DOS 控制台窗口（命令行）作为被点击文件
的输入和输出。如果脚本打印后退出了，那么它就是打印后退出了——控制台窗口出现了，
文本在那里打印了，但是在程序退出时，控制台窗口关闭并消失。除非你反应非常快，或
者机器运行非常慢，否则看不到任何输出。尽管这是很正常的行为，但是这也许并不是你
所想象的那样。
幸运的是，这样的问题很好解决。如果需要通过图标点击运行脚本，脚本输出后暂停，
Python 3.X 中可以简单地在脚本的最后添加内置 input 函数的一条调用语句（Python 2.X
中是 raw_input：参见前面的注释）。例如：
# A first Python script
import sys
print(sys.platform)
print(2 ** 100)
x = 'Spam!'
print(x * 8)
input()

# Load a library module
# Raise 2 to a power
# String repetition
# <== ADDED

一般来说，input 读取和返回标准输入的下一行，如果还没有可读取的内容则一直等待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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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上下文中执行的总效果就是让脚本暂停，因此能够显示如图 3-2 所示的输出窗口，
直到按下回车键为止。

图 3-2：当在 Windows 中点击程序图标时，如果在脚本的最后包含一个 input 调用，会看到其
打印的输出。但是只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
既然我向你展示了这个技巧，记住它往往只在 Windows 系统上才是必要的，并且只是当脚
本打印文本后退出，以及只是当通过点击文件图标运行脚本时才是必要的。当且仅当以上
这三个条件全部都适用时，才在顶层文件的最后增加这个调用。没有理由在任何其他情况
下增加这个调用，比如你将要在命令行下或 IDLE GUI 中运行的脚本。（除非你超出常理
地热衷于按下计算机的 Enter 键！）

注2

这听起来是显然的，但确是现实的类中的另一个常

见的错误。
在我们继续学习之前，注意这里应用的 i n p u t 调用是使用 p r i n t 函数（和 2.X 语句）输出
所对应的输入部分。这是读取用户输入的最简单的办法，并且实际上它比这个例子中的应
用更全面。例如 input：
•

可选地接受字符串，这些字符串将作为提示打印出来（例如 input('Press Enter to
exit')）。

•

以字符串的形式为脚本返回一行读入的文本（例如 nextinput = input()）。

•

在系统 shell 的层面上支持输入流的重定向（例如 python spam.py < input.txt），就
像输出时的 print 语句一样。

注 2：

相反地，当你不想看见打印的文本，在 Windows 系统上对于点击的文件而言，也有可能
完全抑制弹出控制台窗口（命令行）。以 .pyw 扩展名结尾的文件只会显示你的脚本构建
的窗口，而不是默认的控制台窗口。.pyw 文件简单说就是在 Windows 系统上拥有这一特
殊操作行为的 .py 源文件。它们大多数用于 Python 编写的用户接口上，这些接口构建其
自身的窗口，常常与用来保存打印输出和错误到文件的各种技巧联合使用。正如之前所述，
点击过后，当 Python 通过关联一个特殊的可执行文件（在 3.2 和之前的版本中是 pythonw.
exe，从 3.3 起是 pyw.exe）打开 .pyw 文件，从而进行安装，Python 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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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会以更复杂的方法使用 i n p u t。例如，第 10 章我们将会在交互循环
中使用它。现在起，它会帮助你看到你点击启动的简单脚本的输出。
注意： 版本差异提示：如果你在 Python 2.X 中工作，在这段代码中使用 raw_input() 而不要使
用 input()。在 Python 3.X 中，前者重新命名为后者。从技术上讲，Python 2.X 也有一
个 input 函数，但是，它对字符串求值，就好像它们是输入到一个脚本的程序代码一样，
因此，该函数在这个环境中无效（一个空字符串会产生错误）。Python 3.X 的 input（以
及 Python 2.X 的 raw_input）直接把输入的文本作为一个字符串返回，而不会求值。要
在 Python 3.X 中模拟 Python 2.X 的 input，使用 eval(input())。
然而也要意识到，因为这个运行输入的文本就好像它是程序代码一样，这可能有一些安
全隐患，这里我们基本上忽略，但告诉你应该信任输入文本的源外；如果你不信任输入
的源，请坚持使用 3.X 中朴素的 input 和 2.X 中的 raw_input。

其他图标点击的限制
即使使用了上一小节的 i n p u t 技巧，点击文件图标仍有一定的风险。你可能看不到 Python
的错误信息。如果脚本出现了错误，错误信息的文字将会出现在弹出的终端窗口上——这
个窗口马上就会消失！更糟糕的是，这次即使是在文件中添加了对 i n p u t 的调用也无济于
事，因为早在调用 i n p u t 之前脚本就很可能已经终止。换句话说，你不会知道到底是哪里
出了错误。
本书后面当我们讨论异常的时候，你会学到写一些代码来截取错误，处理错误和从错误中
恢复是可能的，这样它们就不会终止你的程序。留心本书后面对 t r y 语句的讨论，获取一
种替代的方法阻止控制台窗口因错误而关闭。当研究 p r i n t 操作时，我们也将学习如何重
定向打印文本到文件中，以便于之后的检查。除了你的代码里有这样的支持外，不管怎样，
对点击的程序而言，错误和打印会消失。
正是由于这些限制，最好将点击图标看作在程序调试之后，或已经配置为将其输出写入到
一个文件，捕获和处理任何重大错误之后，启动运行程序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初学的时候，
请使用其他技术。例如，通过系统命令行或 IDLE（在“IDLE 用户界面”这一节会进一步
讨论），以便能够看到生成的错误信息，并在不编写额外代码的情况下，观察正常的输出结果。

模块导入和重载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谈论“导入模块”，而实际上没有解释这个术语的意义。我们将会
在第五部分深入学习模块和较大的程序架构，但是由于导入同时也是一种启动程序的方法，
为了能够入门，这一节将会介绍足够多的模块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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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和重载基础知识
用简单的术语来讲，每一个以扩展名 .py 结尾的 Python 源代码文件都是一个模块。不需要
任何特殊的代码或语法来使文件成为模块：任何这样的文件都可以。其他的文件可以通过
导入一个模块读取这个模块定义的内容——导入操作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载入另一个文件，
并给予读取那个文件内容的权限。一个模块的内容通过其属性（这个术语我们将会在下一
节定义）从而被外部世界使用。
这种基于模块的模型变成了 Python 程序架构背后的一个核心思想。更大的程序往往以多个
模块文件的形式出现，并且从其他模块文件导入工具。其中的一个模块文件指定为主文件，
或叫作顶层文件，或“脚本”——就是那个启动后能够运行整个程序的文件，它照常逐行运行。
在这一层之下，全部是模块导入模块。
本书稍后我们将会对这样的架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本章最关心的是这样的事实：导
入操作运行文件中的代码，这个文件作为最后一步正在被加载。正是如此，导入文件是另
一种运行文件的方法。
例 如， 如 果 开 始 一 个 交 互 对 话（ 从 系 统 命 令 行 或 其 他）， 你 可 以 运 行 之 前 创 建 的 文 件
script1.py，通过简单的 import 来实现（确保首先删除在上一节中添加的 input 行，否则你
得无理由地按 Enter 键）：
C:\code> C:\python33\python
>>> import script1
win32
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以上代码可以运行，但是在默认情况下，只是在每次会话运行一次（真的，不信你可以试
一下）。在第一次导入之后，其他的导入都不会再工作，甚至在另一个窗口中改变并保存
了模块的源代码文件也不行：
...Change script1.py in a text edit window to print 2 ** 16...
>>> import script1
>>> import script1

这是有意设计的结果；导入是一个开销很大的操作，以至于每个文件、每个程序不能重复
运行多于一次。当你学习第 22 章时会了解到，导入必须找到文件，将其编译成字节码，并
且运行代码。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 Python 在同一次会话中再次运行文件，而不停止和重新启动会话，需要
调用 imp 标准库模块中可用的 reload 函数（这个函数也是一个简单的 Python 2.X 内置函数，
但在 Python 3.X 中不是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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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load from module in 3.X (only)
>>> from imp import reload
>>> reload(script1)
win32
65536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module 'script1' from '.\\script1.py'>
>>>

这里的 from 语句直接从一个模块中复制出一个名字（稍后更详细地介绍）。reload 函数自
身载入并运行了文件当前版本的代码，如果已经在另一个窗口中修改并保存了它，那将反
映出修改变化。
这允许你在当前 Python 交互会话中立即编辑并改进代码。例如，这次会话中，在第一个
import 和 reload 调用这段时间里，script1.py 中的第二个 print 语句在另一个窗口中改成
了打印 2 **16——因此结果是不同的。
r e l o a d 函数希望获得的参数是一个已经被加载了的模块对象名称，所以在重载之前 , 请确
保已经成功地导入了这个模块（如果导入报告了一个错误，你就不能重新加载，而必须再
次导入）。值得注意的是，reload 函数还希望在模块对象的名称周围有圆括号，而 import
则不需要。reload 是一个被调用的函数，而 import 是一个语句。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把模块名称传递给 reload 函数作为括号中的参数，并且这也是在重
载时得到了额外的一行输出的原因。最后一行输出是 reload 调用后的返回值的打印显示，
reload 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 Python 模块对象。第 16 章我们将会学习更多关于函数使用的
常见知识；从现在起，当你听见“函数”时，牢记需要圆括号来进行调用。
注意： 版本差异提示：Python 3.X 把 reload 内置函数移到了 imp 标准库模块中。它仍然像以前
一样重载文件，但是，必须导入它才能使用。在 Python 3.X 中，运行 import imp 并使
用 imp.reload(M)，或者像这里所示的，运行 from imp import 并使用 reload(M)。我们
将在下一节介绍 import 和 from 语句，并且会在后面更加正式地讨论这些内容。
如果你在使用 Python 2.X，r e l o a d 可以作为内置函数使用，因此，不需要导入。在
Python 2.6 和 2.7 中，r e l o a d 可以以这两种形式使用——内置函数与模块函数——这有
助于向 Python 3.X 的过渡。换句话说，在 Python 3.X 中仍然可以使用重载，但是需要一
行额外的代码来导入对 reload 的调用。
向 Python 3.X 迁移，可能部分动机是由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所引起的，这些问题包括
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 reload 和 from 语句。简而言之，用一个 from 载入的名字不会
通过一个 reload 直接更新，但是用一条 import 语句访问的名字则会。如果你的名字在
reload 后没有改变，尝试使用 import 和 module.attribute 名称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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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的宏观视角：属性
导入和重载提供了一种自然的程序启动选项，因为导入操作将会在最后一步执行文件。从
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模块扮演了一个工具库的角色，这将在第五部分详细介绍。然而，基
本的思想是直截了当的：模块往往就是变量名的包，即众所周知的命名空间，而在那个包
中的变量名称为属性。属性简单说就是绑定在特定的对象（如模块）上的变量名。
在典型的应用中，导入者得到了模块文件中在顶层所定义的所有变量名的访问权限。这些
变量名通常被赋值给通过模块函数、类、变量等来导出的工具——这些工具往往用在其他
文件或程序中。表面上来看，一个模块文件的变量名可以通过两种 Python 语句读取——
import 和 from，以及 reload 调用。
为了讲清楚，请使用文本编辑器，在你的工作目录中创建一个名为 myfile.py 的单行 Python
模块文件，其内容如下所示：
title = "The Meaning of Life"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简单的 Python 模块文件了（它只包含单一的赋值语句），但是它已经足
够讲明白基本的要点。当文件导入时，它的代码运行并生成了模块的属性。也就是说，这
个赋值语句创建了一个名为 title 的变量和模块属性。
你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办法从其他组件获得这个模块的 t i t l e 属性。首先，你可以通过使
用一个 import 语句将模块作为一个整体载入，然后对模块名使用点号语法后跟一个属性名
来获取它（注意，这里我们让解释器自动地打印）：
% python
>>> import myfile
>>> myfile.title
The Meaning of Life

# Start Python
# Run file; load module as a whole
# Use its attribute names: '.' to qualify

一般来说，这里的点号表达式语法 object.attribute 可以让你从任何的 object 中取出其任
意的属性，并且这是 Python 代码中最常用的操作。在这里，我们已经使用它去获取在模块
myfile 中的字符串变量 title ——换言之，就是 myfile.title。
作为替代方案，你也可以通过 from 语句从模块文件中获取（实际上是复制出）变量名：
% python
>>> from myfile import title
>>> title
The Meaning of Life

# Start Python
# Run file; copy its names
# Use name directly: no need to qualify

稍后你将会了解更多细节，from 和 import 很相似，只不过增加了对载入组件的变量名的额
外的赋值。从技术上讲，from 复制了模块的属性，以便属性能够成为接收者的直接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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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次你能够直接以 title（变量）引用导入的字符串而不是 myfile.title（属性引
用）。

注3

无论使用的是 import 还是 from 去执行导入操作，模块文件 myfile.py 的语句都会执行，并
且导入的组件（对应这里是交互命令行模式）获得在文件顶层赋值的变量名的访问权。在
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只有一个这样的变量名——变量 t i t l e 被赋值给一个字符串）。但是如
果开始在模块中定义对象，例如函数和类时，这个概念将会更加有用：这样一些对象就变
成了可重用的软件组件，可以通过变量名被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模块读取。
在实际应用中，模块文件往往定义了一个以上的可在文件内部和外部使用的变量名。下面
这个例子中定义了三个变量名：
a = 'dead'
b = 'parrot'
c = 'sketch'
print(a, b, c)

# Define three attributes
# Exported to other files
# Also used in this file (in 2.X: print a, b, c)

文件 threenames.py 给三个变量赋值，因此对外部世界生成了三个属性。它还在 3.X print
语句中使用它自有的三个变量，就像在将其作为顶层文件运行时我们看到的多余的换行符
一样（在 Python 2.X 中，print 略有不同，因此这里省略其外层的括号来精确地匹配输出，
留心第 11 章关于这些内容的更加完整的解释）：
% python threenames.py
dead parrot sketch

这个文件的所有代码运行起来就和第一次从其他地方导入后一样，无论是通过 i m p o r t 或
from。这个文件的客户端使用 import 得到了具有属性的模块，而使用 from 的客户端，则
会获得文件变量名的复本：
% python
>>> import threenames
dead parrot sketch
>>>
>>> threenames.b, threenames.c
('parrot', 'sketch')
>>>
>>> from threenames import a, b, c
>>> b, c
('parrot', 'sketch')

# Grab the whole module: it runs here
# Access its attributes
# Copy multiple names out

这里的结果打印在括号中，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元组——通过输入里的逗号创建的一种类型
的对象（本书的下一部分将会介绍），目前我们可以安全地忽略它们。
注 3：

注意 import 和 from 这两者都将模块文件的名称简单地列为 myfile，而没有加上其 .py 扩
展名后缀。你在第五部分将会学到，当 Python 寻找实际的文件时，它会知道在其搜索
步骤中包含后缀名。再次，在系统的 shell 命令行中，你必须包含 .py 后缀名，但是在
import 语句中不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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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开始这样在模块文件编写多个变量名，内置的 d i r 函数开始发挥作用了，你可以
使用它来获得模块内部的可用的全部变量名的列表。下面代码以方括号的形式返回一个
Python 字符串列表（我们将从下一章开始学习列表）：
>>> dir(threenames)
['__builtins__', '__doc__', '__file__', '__name__', '__package__', 'a', 'b', 'c']

这一列表的内容已被编辑，因为它们会随 Python 版本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当 dir 函数像
这样被调用，括号中是已导入模块的名称，它返回那个模块内部的所有属性。其中返回的
一些变量名是“免费”获得的：一些以双下划线开头与结尾的变量名（__x__），这些通常
都是由 Python 预定义的内置变量名，对于解释器来说有特定的意义，但是在本书的此时此刻，
它们并不重要。那些通过代码赋值而定义的变量（a、b 和 c）在 dir 结果的最后显示。

模块和命名空间
模块导入是一种运行代码文件的方法，但是就像稍后我们即将在本书中展开讨论的那样，
模块同样是 Python 程序最大的程序结构，也是这门语言的首要关键概念之一。
正如我们见过的，Python 程序往往由多个模块文件构成，通过 import 语句连接在一起。每
个模块文件是一个变量包（一个命名空间）。同样重要的是，每个模块都是自包含的命名空间：
一个模块文件不能看到其他文件中定义的变量名，除非它显式地导入了那个文件。因为这点，
模块文件在代码文件中起到了最小化命名冲突的作用，因为每个文件都是一个独立完备的
命名空间，即使在它们拼写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文件中的变量名是不会与另一个文件中的
变量名冲突的。
实际上， Python 竭尽全力将变量打包成组件以避免名称冲突，而模块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
少量的方法之一。我们将会在本书后面章节进一步讨论模块和其他命名空间结构，包括类
和函数定义的局部作用域。就目前而言，模块作为一个不需要重复输入而可以反复运行代
码的方法，迟早会派上用场。
注意： import vs from：应该指出，from 语句在某种意义上战胜了模块的名称空间分隔的目的，
因为 f r o m 把变量从一个文件复制到另一个文件，这可能导致在导入的文件中相同名称
的变量被覆盖，并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不会发出警告。这根本上会导致名称空
间重叠到一起，至少在复制的变量上会重叠。
因此，有些人建议总是使用 i m p o r t 而不是 f r o m。然而，我不建议这么做，不仅因为
from 更短（在交互命令行模式下是一个优点），而且它传说中的问题在实际中几乎不是
问题。此外，这是由你来控制的问题，可以在 f r o m 中列出想要的变量；只要你理解它
们将被赋值为目标模块中的值，这不会比编写赋值语句更危险——这很可能是你想要使
用的另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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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import 和 reload
由于某种原因，一旦人们发现关于使用 import 和 reload 运行文件的知识，很多人就会倾
向于仅使用这个方法，而忘记了能够运行当前版本的代码的其他启动选项（如图标点击、
IDLE 菜单选项以及系统命令行）。然而，这种方式会很快让人变得困惑：你需要记住是何
时导入的，才能知道能否 reload，你需要记住（只有）当调用 reload 时需要使用括号，并
且要记住让代码的当前版本运行时首先要使用 reload。此外，reload 是不可传递的（重载
一个模块的话只会重载该模块，而不能够重载该模块所导入的任何模块），因此有时候必
须重载多个文件。
由于这些复杂的因素（并且我们将会在后边碰到其他的麻烦，包括本章前面的提示中所讨
论的 reload/from 问题），从现在开始就要避免使用 import 和 reload 启动程序，这通常
是一个好主意。例如，下一节介绍的 IDLE Run → Run Module 的菜单选项，提供了一个更
简单并更少出错的运行文件的方法，并且总是运行代码的当前版本。系统 shell 命令行提供
了类似的优点。如果使用这些技术，不需要使用 reload。
此外，这里如果用不同寻常的方法使用模块，可能会遇到麻烦。例如，如果想要导入一个
模块文件，而该文件保存在其他目录下而不是现在的工作目录，你必须跳到第 22 章学习关
于模块搜索路径的知识。现在起，如果必须导入，为了避免复杂性，请将所有文件放在同
一目录下，同时将这个目录作为你的工作目录。注 4
也就是说，import 和 reload 已经证明是 Python 类中一种常用的测试技巧，并且你可能也喜
欢使用这种方法。然而，通常如果你发现自己碰壁了，那就别再继续碰壁！

使用 exec 运行模块文件
严格地讲，除了这里介绍的方法，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以运行模块文件中保存的代码。例如，
exec(open('module.py').read()) 内置函数调用，是从交互命令行模式启动文件而不必导
入以及随后重载的另一种方法。每个这样的 exec 都运行从文件读取的当前版本的代码，而
不需要随后的重载（script1.py 保留我们在前面小节中一次重载它之后的样子）：
% python
>>> exec(open('script1.py').read())
win32
65536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注 4：

如果你非常好奇，不想再等，简单来说导入就是 Python 在 s y s . p a t h 里列出的每一个
目录中搜索导入的模块：s y s . p a t h 是 s y s 模块里目录名称字符串的 Python 列表，它从
P Y T H O N P A T H 环境变量中获得初始化，加上一个标准目录集。如果你想从不是你当前工作
目录的目录中导入模块，通常那个目录必须在你的 PYTHONPATH 设置中列出。想要了解更
多细节，参见第 22 章和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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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script1.py in a text edit window to print 2 ** 32...
>>> exec(open('script1.py').read())
win32
4294967296
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Spam!

exec 调用有着类似于 import 的效果，但是它实际上不会真地导入模块。默认情况下，每次
以这种方式调用 e x e c 的时候，它都重新运行文件，就好像我们把文件粘贴到了调用 e x e c
的地方。因此，exec 不需要在文件修改后进行模块重载，它忽略了常规的模块导入逻辑。
缺点是，由于 exec 的工作机制就好像在调用它的地方粘贴了代码一样，和前面提到的 from
语句一样，有可能默默地覆盖掉当前正在使用的变量。例如，我们的 script1.py 赋值了一个
名为 x 的变量。如果这个名字也在 exce 调用的地方正在使用，那么这个名称的值将被覆盖：
>>> x = 999
>>> exec(open('script1.py').read())
...same outout...
>>> x
'Spam!'

# Code run in this namespace by default
# Its assignments can overwrite names here

相反，基本的 import 语句每个进程只运行文件一次，并且它会把文件生成到一个单独的模
块命名空间中，以便它的赋值不会改变你的作用域中的变量。为模块名称空间分隔所付出
的代价是在修改之后需要重载。
注意： 版本差异提示：除了允许 exec(open('module.py')) 的形式，Python 2.X 也包含一个
execfile('module.py') 内置函数，这两个函数都会自动读取文件的内容。这两种形式
都等同于 exec(open('module.py').read()) 的形式，后者更为复杂，但是在 Python 2.X
和 Python 3.X 中都可以运行。
遗憾的是，两种较简单的 Python 2.X 形式在 Python 3.X 中都不可用，这意味着我们必须
理解文件及其读取方法，以便现在完全理解这一技术（这似乎是针对 Python 3.X 的实用
性的美学痛击）。实际上，Python 3.X 中的 e x e c 形式需要如此多的录入，以至于最佳
建议都是干脆不要使用它，通常启动文件的最好方式是输入系统 shell 命令行或者使用
下一节所介绍的 IDLE 菜单选项。
要了解 Python 3.X 的 e x e c 形式所使用的文件接口的更多内容，请参阅第 9 章。要了解
关于 exec 和它的小伙伴、eval 和 compile 的更多内容，请参阅第 10 章和第 25 章。

IDLE 用户界面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互命令行模式、系统命令行、UNIX 风格脚本、图标点击、
模块导入和 exec 调用来运行 Python 代码。如果你希望找到更可视化的方法，IDLE 提供了
做 Python 开发的用户图形界面（GUI），而且它是 Python 系统的一个标准并免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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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往往被认为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IDE），因为它在一个单独的界面中绑定了很多不同的
注5

开发任务。

简而言之，IDLE 是一个能够编辑、运行、浏览和调试 Python 程序的桌面 GUI，所有能够
在一个单独的界面实现。它在绝大多数 Python 平台上可移植地运行，包括微软 Windows、
X Windows（用于 Linux、UNIX 以及类 UNIX 平台）以及 Mac OS（无论是 Classic 还是 OS X）。
对于很多人来说，IDLE 代表了一种简单易用的命令行输入的替代方案，一种比点击图标出
问题的可能性更小的替代方案，并且是初学者开始编辑和运行代码的一种伟大方式。此外
作为平衡，你将牺牲一些控制，但是之后在你的 Python 生涯中这通常变得非常重要。

IDLE 启动细节
大多数读者应该能够立即使用 IDLE，因为在现今的 Mac OS X 系统和大多数 Linux 安装套
件上，它都是一个标准组件，而在 Windows 系统上使用标准的 Python 自动安装。然而，
因为平台细节有所不同，所以在打开 GUI 之前我需要给出一些指点：
技术上讲，IDLE 是一个 Python 程序，它使用标准库的 tkinter GUI 工具箱（在 Python 2.X
中名为 Tkinter）来构建其窗口。这使得 IDLE 是可移植的（它在所有主流桌面平台上都同
样地工作），但是它还意味着你需要在 Python 中获得 tkinter 支持来使用 IDLE。这种支持
在 Windows、Mac 和 Linux 系统上都是标准的，但是在某些系统上会出现一些警告，而启
动也会随平台变化。这里是一些平台特定的小贴士：
•

在 Windows 7 及 之 前 的 版 本 上， 启 动 IDLE 很 容 易， 它 总 是 在 Python 安 装 后， 在
Windows 7 和之前版本的开始按钮的 Python 菜单中有一个菜单项（见图 2-1）。你也
能够通过右键点击 Python 程序图标进行选择，通过点击位于 Python Lib 目录下的子目
录 idlelib 中的文件 idle.pyw 或 idle.py 图标进行启动。在这一模式下，IDLE 是位于 C:\
Python33\Lib\idlelib、C:\Python27\Lib\idlelib 或类似的目录中的一个可点击的 Python
脚本，如果愿意可以拖出它到一个快捷方式，以方便单次点击。

•

在 Windows 8 上，通过搜索“idle”，通过浏览开始屏幕显示的“全部程序”，或通过
使用文件资源管理器查找前面提到过的 idle.py 文件，以在开始磁贴中查询 IDLE，这里
你可能想要一个快捷方式，因为在桌面模式下没有开始按钮菜单（至少现在是这样的；
参考附录 A 获得更多指南）。

•

在 Mac OS X 系统上，IDLE 所需要的一切都作为操作系统的标准组件出现。在应用程
序的 MacPython（或 Python N.M）程序文件夹下，应该可以启动 IDLE。这里有一个提
示：由于细微的版本依赖，一些 OS X 版本可能要求安装更新过的 tkinter 支持，这里

注 5：

官方上 IDLE 是 IDE 的一种降格版本，但是它如此命名实际上是为了向 Monty Python 的
成员 Eric Idle 致敬。如果你不确定为什么，参见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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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使读者免受这些困扰，参见 python.org 的 Download 页面获取更多细节。
•

在 Linux 系统上，现今 IDLE 通常也作为标准组件出现。在你的路径下它可能采用 idle
可执行文件或脚本的形式；在 shell 中输入这个进行检测。在一些机器上，它可能需要
安装（参阅附录 A 获取相关指南），而在另外一些平台上，你可能需要使用命令行或
图标点击来启动 IDLE 的顶层脚本：运行位于 Python 的 /usr/lib 目录的 idlelib 子目录
中的 idle.py 文件（执行 find 命令获取准确的位置）。

因为 IDLE 只是标准库中模块搜索路径上的一个 Python 脚本，你通常也可以在任意平台上
以及从任意目录中运行它，在系统命令行 shell 窗口输入下面的命令（即在 Windows 上的
命令行窗口），但是你得参阅附录 A 获取关于 Python 的 - m 标签的更多内容，参阅第五部
分获取关于这里要求的“.”包语法的更多知识（在本书的这里盲目相信这里所说的足够了）：
c:\code> python -m idlelib.idle

# Run idle.py in a package on module path

想了解更多关于 Windows 和其他平台上的安装问题和使用提示方面的内容，确保参阅附录
A，还有 Python 标准手册中的“Python 安装与使用”里的关于你的平台的提示。

IDLE 基础用法
让我们看一个示例。图 3-3 显示了 Windows 上启动 IDLE 后的场景。Python shell 窗口是主
窗口，一开始就会被打开，并运行交互会话（注意到 >>> 提示符）。这个工作起来与其他
任何交互对话一样（这里你输入的代码在输入后马上运行），并且可以作为一种测试和实
验工具。
IDLE 可以使用友好的菜单并配合键盘快捷键进行绝大多数操作。为了在 IDLE 中创建一个
新的脚本文件，使用 F i le → New：在主窗口，选择 F i le 下拉菜单，并选择 New 打开一个
新的文本编辑窗口（那里你可以输入）。使用 File → Open…也可以，打开一个新的文本编
辑窗口，显示已有文件的代码，你可以编辑并运行它。
尽管这不会在本书的插图中进行详细的讲解，但 IDLE 使用了语法相关的颜色高亮，对在
主窗口输入的代码和文本编辑窗口的关键字使用的是一种颜色，常量使用的是另一种颜色
等。这有助于给代码中的组件一个更好的外观（甚至可以帮助你发现错误，例如连续的字
符串都是一种颜色）。
为了运行在 IDLE 中编辑的代码文件，使用那个文件的文本编辑窗口的 Run → Run 模块。
也就是说，选中该文件的文本编辑窗口，并打开那个窗口的 Run 下拉菜单，选择列举在那
里的 Run Module 选项（或者使用等效的键盘快捷键，快捷键在菜单中已给出）。如果已经
在文件打开后或最后一次保存后改变了文件，而你又忘记保存更改，Python 将会提醒你需
要首先保存文件——这是编程中常常深陷其中的常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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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IDLE 开发 GUI 的主 Python shell 窗口，在 Windows 上运行。使用 File 菜单开始（新
窗口）或改变（Open...）一个源文件；使用文件编辑窗口的 Run 菜单去运行那个窗口的代码（Run
Module）
按 照 这 种 方 式 运 行 时， 脚 本 的 输 出 结 果 和 可 能 生 成 的 任 何 错 误 信 息 出 现 在 主 交 互 窗 口
（Python shell 窗口）中。如图 3-3 所示，窗口中部附近的“RESTART”后面的三行反映了
在独立编辑窗口打开的 script1.py 脚本的执行情况。“RESTART”信息告诉我们用户脚本
的进程重新启动以运行编辑的脚本，并对脚本输出进行分割（如果 IDLE 已经在没使用用
户代码子进程的情况下启动了，它将不会显示。稍后会介绍关于这一模式的更多信息）。

IDLE 功能特性
同大多数 GUI 环境一样，学习 IDLE 最好的方法可能是为你自己测试驱动它，但是一些关
键的用法要点可能不是那么明朗。例如，如果想要在 IDLE 的主窗口中重复前一条命令，
可以使用 <Alt-P> 组合键回滚，找到命令行的历史记录，并用 <Alt-N> 向前寻找（在一些
Mac 系统上，可以试试使用 <Ctrl-P> 和 <Ctrl-N>）。之前的命令可以重新调用并显示，并
且可以编辑改变后重新运行。
你也可以将光标放到命令上，然后点击和按下 <Enter> 键，在输入提示符下插入其文本，
以重新运行该命令，或使用标准的复制粘贴的操作，尽管这些技巧看起来需要花费更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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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时也许会被偶然地触发）。在 IDLE 之外，Windows 上的交互式命令行对话环境中，
可以使用方向键重新调用使用过的命令。
除了命令行历史和语法高亮外，IDLE 有着如下的使用特征：
•

在编辑器中，为 Python 代码自动缩进或不缩进（退格键后退一级）

•

在输入时，按下 <Tab> 键，单词自动补全

•

当进行函数调用，输入其开始的“(”时，会有气球帮助弹出窗口出现

•

当在对象名称后面输入“.”，然后停顿或按下 <Tab> 键，会有对象属性的弹出选择列
表

这其中的一些可能不会在每个平台上都工作，如果你发觉它们的默认功能妨碍了你实现自
身编程风格的话，也可以重新配置或弃用。

高级 IDLE 工具
除了基本的编辑、运行函数和上一节的可用性工具，IDLE 提供了更多高级的特性，包括一
个点击即可的图形化调试器和一个对象浏览器。IDLE 调试器通过 Debug 菜单启用，对象
浏览器通过 File 菜单启用。该浏览器允许你通过模块搜索路径导航到文件和文件中的对象；
在文件或对象上点击则在文本编辑窗口中打开对应的源文件。
你通过在主窗口中选择 Debug → Debugger 菜单选项来初始化 IDLE，然后通过在文本编辑
窗口中选择 Run → Run 模块选项来启动你的脚本。一旦调试器被启用，你就可以在代码中
设置断点，在文件编辑窗口的代码行上右击会阻止它的执行，以及显示变量值，等等。你
还可以在调试过程中监视程序的执行——当你逐步地运行代码时，会注意到当前代码行。
为了实现更加简单的调试操作，你也可以用鼠标右击错误信息的文本来迅速跳到出错的那
行代码——这是一个小技巧，能简单快速地修补和再次运行代码。除此以外，IDLE 的文本
编辑器提供了一个程序员友好的大型工具集，包括这里我们不会介绍的高级文本和文件搜
索操作。因为 IDLE 使用直观的 GUI 交互，你应该用系统进行实时实验，以切身体会它的
其他工具。

使用注意：IDLE
IDLE 是免费、简单易用、可移植并自动支持绝大多数平台的。我通常向 Python 新手们推荐它，
因为它简化一些启动细节，并且不假定使用者先前拥有系统命令行的经验。但是与一些更
高级的商业化的 IDE 相比，它同样有一些局限，而对一些人来讲，它可能显得过重了。为
了帮助你避免一些共同的陷阱，这里是一个 IDLE 新手应该在心中牢记的问题列表：
•

当保存文件时，你必须显式地添加“.py”。在讲到一般文件的时候提到过这一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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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是一个常见的 IDLE 的障碍，尤其是对于 Windows 用户来说。IDLE 不会在文件保
存时为文件名自动添加 .py 扩展名。第一次保存文件时，需要亲自小心地输入 .py 扩展名。
如果不这样的话，尽管你仍可以从 IDLE（以及系统命令行）运行文件，但是无法交互
式地或从其他模块导入文件。
•

通过在文本编辑窗口中选择 Run → Run 模块运行脚本，而不是通过交互式的导入和重
载。本章前边我们看到了通过交互式命令行导入运行一个文件是可能的。然而，这种
机制会变得复杂，因为在文件发生改变后需要手动重载文件。与之相反，使用 IDLE 菜
单选项的 Run → Run Module 总是运行文件的最新版本。如果必要的话，它同样会首先
提醒你保存文件（另一个 IDLE 之外会发生的常见错误）。

•

你只需要重载交互地测试的模块。像 shell 命令行一样，IDLE 的 Run → Run Module 菜
单选项一般只是运行顶层文件以及它导入的任何模块的最新版本。因此，Run → Run
Module 避免了常见的令人混淆的嵌套导入。你只需要重载那些将在 IDLE 中交互地导
入和测试的模块。如果选择 import 和 reload 来替代 Run → Run Module，要记住使用
<Alt-P/Alt-N> 快捷键调用前一条命令。

•

你可以对 IDLE 进行定制。改变 IDLE 的字体和颜色，在任何一个 IDLE 窗口中选择
Option 菜单中的 Configure 选项。你也可以配置快捷键组合的动作、缩进设置、自动补
全等，参考 IDLE 的帮助下拉菜单以获得更多提示。

•

在 IDLE 中没有清屏选项。这个选项看起来是一个经常提到的要求（也许是由于在其他
的 IDE 中都有类似的功能选项），并且也有可能最终增加这个功能。尽管这样，目前
还没有清空交互式命令行窗口文字的办法。如果想要清理掉窗口文字，可以一直按着
<Enter> 键或者输入一个打印一系列空白行的 Python 循环（当然，没有人真会用后一
种方法，不过它听上去比按下 <Enter> 键更高超）。

•

tkinter GUI 和线程程序有可能不适用于 IDLE。因为 IDLE 是一个 Python/tkinter 程序，
如果使用它运行特定类型的高级 Python/tkinter 程序，有可能会没有响应。这对于使用
较新版本的 IDLE 在一个进程中运行用户代码、在另一个进程中运行 IDLE GUI 本身问
题会变得小很多，但是一些程序（尤其是那些使用多线程的程序）仍然会发生 GUI 没
有响应的情况。即使只是在代码中调用 tkinter 的 quit 函数退出 GUI 程序的正常方法，
如果在 IDLE 中运行也足够导致程序的 GUI 没有响应（这里只有 destroy 是更好的）。
你的代码也许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作为经验之谈，如果使用 IDLE 编辑 GUI 程
序是永远安全的，最好使用其他的选项启动运行它们，例如，图标点击或系统命令行。
有疑问时，如果代码在 IDLE 中发生错误，请在 GUI 外再试试。

•

如果发生了连接错误，试一下通过单进程模式启动 IDLE。在最新的 Python 版本中，这
个问题表面上已经消失了，但是仍旧会影响使用较老 Python 版本的读者。由于 IDLE
要求在其独立的用户和 GUI 进程间通信，有时候它会在特定的平台上发生启动错误（特
别是在一些 Windows 机器上，它会不时地出现启动错误）。如果运行时碰到了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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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错误，常常可以通过系统命令行使 IDLE 运行在单一进程的模式下进行启动，从而
避免通信的问题：- n 命令行标志位可以强制进入这种模式。例如，在 Windows 上，可
以开启一个命令行提示窗口，并从 C:\Python33\Lib\idlelib（如果必要的话，使用 cd 切
换到这个目录下）运行系统命令行 idle.py -n。python -m idlelib.idle -n 命令可以
从任何地方工作（参见附录 A 获得关于 -m 标签的内容）
•

谨慎使用 IDLE 的一些可用的特性。对于新手来说，IDLE 让工作变得更容易，但是有
些技巧在 IDLE GUI 之外并不能够使用。例如，IDLE 可以在 IDLE 的环境中运行脚本，
代码中的变量自动在 IDLE 交互对话中显示：不需要总是运行 i m p o r t 命令去获取已运
行的顶层文件的变量名。这可以很方便，但是在 IDLE 之外的环境会让人很困惑，变量
名只有在从文件中显式地导入时才能使用。
当你运行一个代码文件，IDLE 还自动把目录修改为那个文件的目录，并且将其添加到
模块导入搜索路径中——这是一项方便的功能，允许你在没有搜索路径设置的时候使用
文件和导入模块。但是，当你运行 IDLE 之外的文件时，该功能无法同样地工作。使用
这样的功能没有问题，但是别忘了它是 IDLE 行为，而不是 Python 行为。

其他 IDE
由于 IDLE 是一个免费、可移植的 Python 标准组件，如果希望使用 IDE 的话，它是一个
不错的值得学习的首选开发工具。如果你是一个新人，本书建议你在本书的练习中使用
IDLE，除非你已经对基于命令行的开发模式非常熟悉了。尽管这样，这里有一些为 Python
开发者提供的 IDE 替代品，与 IDLE 相比，其中一些工具相当强大和健全。除 IDLE 之外，
这里是一些 Python 最常用的 IDE：

Eclipse 和 PyDev
Eclipse 是一个高级的开源 IDE GUI。最初是用来作为 Java IDE 的，Eclipse 在安装
了 PyDev（或类似的）插件后也能够支持 Python 开发。Eclipse 是一个流行和强大的
Python 开发工具，它远远超过了 IDLE 的特性。它包含了对代码完成、语法突出显示、
语法分析、重构、调试等功能的支持。其缺点就是需要安装较大的系统，并且对于某
些功能可能需要共享扩展（经过一段时间后这可能会有所变化）。尽管这样，当你希
望从 IDLE 升级时，Eclipse/PyDev 这个组合是值得你注意的。

Komodo
作为一个全功能的 Python（及其他语言的）开发环境 GUI，Komdodo 包括了标准的语
法着色、文本编辑、调试以及其他特性。此外，Komodo 提供了很多 IDLE 所没有的高
级特性，包括项目文件、源代码控制集成和正则表达式调试。在编写本书时，Komodo
不是免费的，但是参看网页获取其当前的状态——可以 ActiveState 网站 http://www.
activestate.com 下载，这个网站还提供了附录 A 中提到的 ActivePython 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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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eans IDE Python 版
NetBeans 是一款强大的开源开发环境 GUI，针对 Python 开发者支持很多高级功能：代
码完成、自动缩进和代码着色、编辑器提示、代码折叠、重构、调试、代码覆盖和测试、
项目等。它可以用来开发 CPython 和 Jython 代码。与 Eclipse 一样，要获得超越 IDLE
GUI 的那些功能，NetBeans 也需要一些安装步骤，但很多人认为值得这么做。请搜索
Web 以查找最新的信息和链接。

PythonWin
PythonWin 是 一 个 只 能 在 Windows 平 台 上 使 用 的 免 费 Python IDE， 它 是 作 为
ActiveState 的 ActivePython 版本的一部分来分发的（也可以单独从 http://www.python.
org 上获得）。大致来看，它很像 IDLE，并增加了一些有用的 Windows 特定的扩展。
例如，PythonWin 支持 COM 对象。如今，IDLE 也许比 PythonWin 更高级（例如，
IDLE 的双进程构架使其远离挂起的现象）。尽管如此，PythonWin 为 Windows 开发者
提供了 IDLE 没有的工具。查看 http://www.activestate.com 以了解更多信息。

Wing、Visual Studio 等
其他一些 IDE 在 Python 开发者中也是非常流行的，包括最为商业化的 Wing IDE，使用
插件的 Microsoft Visual Studio，还有 PyCharm、PyScripter、Pyshield 和 Spyder——但
是这里我没有篇幅来讲述它们，讲解更多无疑会显得超时。实际上，目前几乎每一种
程序员友好的文本编辑器都对 Python 开发有某种程度的支持，无论它是预安装的还是
单独获取的。 例如 Emacs 和 Vim，都有足够的 Python 支持。
IDE 的选择经常是主观的，因此我鼓励你广泛搜罗来寻找适合你开发风格和目标的工具。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查看 http://www.python.org 上的资源，或者在网络上搜索“Python
IDE”，等等。现在对“Python editors”的搜索会把你带到一个 wiki 页面，那里包含
了用于 Python 编程的许多 IDE 和文本编辑器选项。

其他启动选项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如何运行代码交互地输入，以及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启动
保存在文件中的代码：在系统命令行中运行、图标点击、import 和 exec、使用 IDLE 这样
的 GUI 等。这基本上涵盖了常规使用中的大部分技巧，对于运行你在本书中见到的代码也
是足够了。然而，还有运行 Python 代码的其他方法，其中大多数都有专门或有限的用途。
为了完整性和便于参考，下面几个小节我们将简要介绍这些方法。

嵌入式调用
在一些特定的领域，Python 代码也许会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
说 Python 程序被嵌入在其他程序中运行。Python 代码可以保存到一个文本文件中，存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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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中，从一个 HTML 页面获取，从 XML 文件解析等。但是从执行的角度来看，另一
个系统（而不是你）会告诉 Python 去运行你创建的代码。
这样的嵌入式执行模式一般用来支持终端用户定制的。例如一个游戏程序，也许允许用户
进行游戏定制（及时在策略点存取 Python 代码）。用户可以提供或修改 Python 代码来定
制这种系统。由于 Python 代码是解释性的，不必重新编译整个系统以融入修改（参见第 2
章更详细地了解 Python 代码是如何运行的）。
在这种模式下，当使用 Jython 系统的时候，运行你的代码的外围系统可能是使用 C、C++
或者甚至 Java 编写的。作为一个示例，从 C 程序中通过调用 Python 运行时 API 中（Python
在机器上编译时创建的由库输出的一系列服务）的函数来创建并运行 Python 代码字符串是
可行的：
#include <Python.h>
...
Py_Initialize();
PyRun_SimpleString("x = 'brave ' + 'sir robin'");

// This is C, not Python
// But it runs Python code

C 代码段中，用 C 语言编写的程序通过连接 Python 解释器的库嵌入了 Python 解释器，并
传递给 Python 解释器一行 Python 赋值语句字符串去运行。C 程序也可以通过使用其他的
Python API 工具获取 Python 的对象，并处理或执行它们。
本书并不主要介绍 Python/C 集成，但是你应该意识到，按照你的组织打算使用 Python 的
方式，你也许会（或者也许不会）成为实际上运行你创建的 Python 程序的那个人。不管怎样，
你仍将很有可能使用这里介绍过的交互和基于文件的启动技术去测试代码，那些被隔离在
这些封闭系统中并最终有可能被这些系统使用的代码。

注6

冻结二进制可执行文件
如第 2 章所介绍的那样，冻结二进制的可执行性是集成了程序的字节码以及 Python 解释器
为一个单个的可执行程序的包。通过这种方式，Python 程序可以像其他启动的任何可执行
程序（图标点击、命令行等）一样被启动。尽管这个选择对于产品的发售相当适合，但它
并不是一个在程序开发阶段适宜使用的选择。一般是在发售前进行封装（在开发完成之后）。
看上一章了解这种选择的更多信息。

文本编辑器启动方式
像之前提到过的一样，尽管不是全套的 IDE GUI，大多数程序员友好型文本编辑器都支持
注 6：

参阅《Python 编程》（O’Reilly）一书获得关于在 C/C++ 程序中嵌入 Python 的更多细节。
嵌入 API 可以直接调用 Python 函数，加载模块，以及更多。此外，注意 Jython 系统允许
Java 程序使用基于 Java 的 API（一个 Python 解释器类）来调用 Python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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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 程序的编辑甚至运行等功能。这样的支持也许是内置的，或者可通过网络获取。例如，
你如果熟悉 Emacs 文本编辑器，可以在这个编辑器内部实现所有的 Python 编辑以及启动功
能。可以通过查看 http://www.python.org/editors 或者在网络上搜索“Python editors”来获
得更多细节。

其他的启动方式
根据你所使用的平台，也许有其他启动 Python 程序的方法。例如，在一些 Macintosh 系统
上，你也许可以通过拖拽 Python 的程序文件至 Python 解释器的图标让程序运行。在一些
Windows 系统上，你总是能够通过开始菜单中的运行选项启动 Python 脚本。最后，Python
的标准库有一些工具允许单独进程中的其他 Python 程序来启动 Python 程序（如 os.popen
和 os.system），并且像 Web 这样的较大的环境也可能产生 Python 脚本（例如一个 Web 页
面可能调用服务器上的一个脚本），不过这些工具超出了本章的内容范围。

未来的可能
尽管本章反映的是当前的实际情况，其中很多都具有与平台和时间相关的特定性。确实，
这里描述的执行和启动的细节是在本书前几版的销售过程中提出来的。作为程序启动的选
择，很有可能时不时地会有新的程序启动选择出现。
新的操作系统以及已存在系统的新版本，也许会提供超出这里列举的执行技术。一般来
说，由于 Python 与这些变化保持同步，你可以通过任何对于你使用的机器合理的方式运行
Python 程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通过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触击，在虚拟现实中拖
拽图标，或者在与你的同事交谈中喊出脚本的名字。
实现的变换也会对启动原理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例如，一个全功能的编译器也许会生成一
般的可执行文件，就像如今的冻结二进制那样启动）。如果我知道未来会怎样，我可能会
去找一个股票经纪人谈谈，而不是在这里写下这些话。

应该选用哪种方式
在所有这些选择中，真正的初学者可能很自然地问：哪一种最适合我？一般来说，如果你
是刚刚开始学习 Python，应该使用 IDLE 界面做开发。它提供了一个用户友好的 GUI 环境，
并能够隐藏一些底层配置细节。为编写脚本，它还提供了一个与平台无关的文本编辑器，
而且它是 Python 系统中一个标准且免费的部分。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也许觉得这样的方式更惬意一些，简化
成在一个窗口使用你选择的文本编辑器，在另一个窗口通过命令行或点击图标启动编写程
序（事实上，这是我如何开发 Python 程序的方式，但是在很久之前我偏向于 UNIX）。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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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发环境是很主观的选择，本书很难提供统一的标准。一般来说，你最喜欢使用的环境
往往就是最适合你用的环境。

调试 Python 代码
一般来说，我们的读者或学生不会在他们的代码里包含错误（在此置之一笑吧），但
为了极少数可能遭遇不幸的朋友，这里快速介绍现实世界的 Python 程序员调试代码
时候常用的一些策略：
•

什么也不做。我这么讲并不是说 Python 程序员不要调试自己的代码，但是，当你
在一个 Python 程序中犯错的时候，会得到一条非常有用且容易读懂的出错消息（如
果你已经有了一些错误的话，很快会见到这些消息）。如果你已经了解 Python，
特别是如果你已经熟悉自己的代码了，那么这么做通常就够了——阅读出错消息，
并修改标记的行和文件。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就是 Python 中的调试。但是，对于
你没有编写过的那些大型系统来说，这并不总是理想的做法。

•

插入 p r i n t 语句。可能 Python 程序员调试自己的代码的主要方式（以及我调试
Python 代码的方式），就是插入 print 语句并再次运行。由于 Python 在修改后立
即运行，这通常是获取比出错消息所提供的更多信息的一种快捷方式。 p r i n t 语
句不必很复杂，一条简单的“I am here”或变量值的显示，通常就能够提供你所
需的足够的背景信息。只是别忘了，在发布你的代码之前，删除掉或注释掉（如
在前面添加一个 #）用来调试的 print。

•

使用 IDE GUI 调试器。对于你没有编写过的较大的系统，以及对于那些想要更
详细地跟踪代码的初学者，大多数 Python 开发 GUI 都有某种指向点击调试器。
IDLE 也有一个调试器，但是它在实际中似乎并不常用，可能是因为它没有命令行，
或者可能是因为添加 print 语句通常比设置一个 GUI 调试会话要快。要了解更多
内容，请查阅 IDLE 的帮助，或者直接自己尝试；其基本界面如本章前面的“高
级 IDLE 工具”一节所述。其他的 IDE（如 Eclipse、NetBeans、Komodo 和 Wing
IDE）也都提供了高级的指向点击调试器，如果你使用这些 IDE，请查阅它们的
文档。

•

使用 pdb 命令行调试器。为了实现最终控制，Python 附带了一个名为 pdb 的源代
码调试器，可以作为 Python 的标准库中的一个模块使用。在 pdb 中，我们输入命
令来一行一行地步进执行，显示变量，设置和清除断点，继续执行到一个断点或
错误，等等。你可以通过导入交互式地启动 pdb，或者作为一个顶层脚本启动。
不管采用哪种方式，由于我们可以输入命令来控制会话，它都提供了强大的调试
工具。pdb 还包含了一个 postmortem 函数（pdb.pm()），可以在异常发生后执行
它，从而获取发生错误时的信息。参见 Python 的库手册以及本书第 36 章了解关
于 pdb 的更多细节，参见附录 A 获得相关示例，或使用 Python 的 - m 命令参数将
pdb 作为脚本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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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Python 的 -i 命令行参数。除了添加打印或在 pdb 下运行外，你仍然能够看
见是什么出了错。如果你从命令行运行脚本，并在 python 和脚本名称之间传递了
-i 参数（即 python -i m.py），当你的脚本退出时，Python 就会进入它的交互
解释器模式（> > > 提示符），无论它是成功地结束或是产生错误。此时此刻，你
可以打印变量的最终值来获得关于代码中所发生事情的更多细节，因为它们处于
顶层的命名空间。甚至这之后你还可以导入和运行 pdb 调试器以了解更多相关背
景；如果脚本运行失败，它的算后检查模式将允许你检查最新的错误。附录 A 也
展示了使用中的 -i。

•

其他选项。如果有更具体的调试需求，你可以在开源领域找到其他工具，包括支
持多线程程序、嵌入式代码和进程附件的工具。例如，Winpdb 系统是一个独立的
调试器，具有高级的调试支持、跨平台的 GUI 和控制台界面。

随着我们开始编写较大的脚本，这些选项将变得更加重要。然而，关于调试最好的消
息可能是在 Python 中检测出并报告错误，而不是默默地传递错误或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实际上，错误本身是一种定义良好的机制，称为异常，我们可以捕获并处理它们（更
多关于异常的讨论在本书第七部分进行）。当然犯错并不好玩，但是正如某人回忆到，
当进行调试意味着最终得出一个十六进制计算器和仔细钻研成堆的内存转储输出的时
候：有了 Python 的调试器支持，所犯的错误不会像没有调试器的情况下那样令人痛
苦不堪。

本章小结
在本章我们学习了启动 Python 程序的一般方法：通过交互地输入运行代码，通过系统命
令行运行保存在文件中的代码、文件图标点击、模块导入、e x e c 调用以及像 IDLE 这样的
IDE GUI。本章介绍了许多实际中入门的细节。本章的目标就是给你提供足够的信息，让
你能够开工，完成我们将要开始的本书下一部分的代码。那里，我们将会以 Python 的核心
数据类型（作为程序主题的那类对象）作为开始。
尽管如此，我们还会按照常规完成本章习题，练习本章学到的东西。因为这是本书这一部
分的最后一章，在习题后边会紧跟着一些更完整的练习，测试你对本部分的主题的掌握程度。
为了了解之后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者只是想换种思路，请查看附录 D。

本章习题
1.

怎样才能开始一个交互式解释器的会话？

2.

你应该在哪里输入系统命令行来启动一个脚本文件？

3.

指出运行保存在一个脚本文件中的代码的四种或更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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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出在 Windows 下点击文件图标运行脚本的两个缺点。

5.

为什么你需要重载模块？

6.

在 IDLE 中怎样运行一个脚本？

7.

列举 2 个使用 IDLE 的缺点。

8.

什么是命名空间，它和模块文件有什么关联？

习题解答
1.

在 Windows 7 和之前版本上可以通过点击“开始”按钮，选择“程序”，点击“Python”，
然后选择“Python (command line)”菜单选项来开始一个交互会话。在 Windows 下可
以在系统终端窗口（在 Windows 下的一个命令提示窗口）输入 python 作为一条系统命
令行来实现同样效果。另一种方法是启动 IDLE，因为它的主 Python shell 窗口是一个
交互式会话窗口。依赖于你的平台和 Python 版本，如果你没有设置系统的 PATH 变量来
找到 Python，需要使用 cd 切换到 Python 安装的地方，或输入 python 的完整路径而不
是仅仅输入 python（例如，在 Windows 上输入 C:\Python33\python，除非你正在使用
3.3 启动器）。

2.

在 输 入 系 统 命 令 行 的 地 方， 也 就 是 你 所 在 的 平 台 提 供 给 作 为 系 统 终 端 的 地 方： 在
Windows 下的系统命令行；在 UNIX、Linux 或 Mac OS X 上的 xterm 或终端窗口等。
你在系统的提示符下输入这个，而不是在 Python 的交互解释器的“>>>”提示符下输
入——当心不要混淆这些提示符。

3.

一个脚本（实际上是模块）文件中的代码可以通过系统命令行、文件图标点击、导入
和重载、exec 内置函数以及像 IDLE 的 Run → Run Module 菜单选项这样的 IDE GUI
选取来运行。在 UNIX 上，还可以使用 # ! 技巧来运行，并且一些平台还支持更为专用
的启动技术（如拖拽和拖放）。此外，一些文本编辑器有运行 Python 代码的独特方式，
一些 Python 程序作为独立的“冻结二进制”可执行文件提供；并且一些系统在嵌入式
模式下使用 Python 代码，其中代码由 C、C++ 或 Java 等语言编写的一个封闭程序自动
运行。后几种技术通常用来提供一个用户定制层级。

4.

打印后退出的脚本会导致输出文件马上消失，这在你能够看到输出之前（这也是 r a w _
i n p u t 这个技巧之所以有用的原因）；脚本产生的同样显示在输出窗口的错误信息 , 会
在查看其内容前关闭（这也是对于大多数开发任务，系统命令行和 IDLE 这类 IDE 之
所以更好的原因）。

5.

在默认情况下，Python 每个进程只会导入（载入）一个模块一次，所以如果你修改了
它的源代码，并且希望在不停止或者重新启动 Python 的情况下运行其最新的版本，必
须重载它。在你重载一个模块之前至少已经导入了一次。在系统命令行中运行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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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通过图标点击，或者使用 IDLE 这类 IDE，这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启动机制
往往每次都是运行源代码的最新版本。
6.

在你希望运行的文件所在的文件编辑窗口，选择窗口的 Run → Run Module 菜单选项。
这可以将这个窗口的源代码作为顶层脚本文件运行，并在交互 Python shell 窗口显示其
输出。

7.

IDLE 在运行某种程序时会失去响应——特别是使用多线程（本书话题之外的一个高级
技巧）的 GUI 程序。并且 IDLE 有一些方便的特性，在你一旦离开 IDLE GUI 时会伤害你：
例如，在 IDLE 中一个脚本的变量是自动导入到交互的作用域中的，当你运行文件时工
作目录会变更，但是通常 Python 自身不会采用这些步骤。

8.

命名空间就是变量（变量名）的封装。它在 Python 中以一个带有属性的对象的形式出现。
每个模块文件自动成为一个命名空间：也就是说，一个对变量的封装，这些变量对应
了顶层文件的赋值。命名空间可以避免在 Python 程序中的命名冲突，因为每个模块文
件都是独立完备的命名空间，文件必须显式地导入其他文件才能使用这些文件的变量
名。

第一部分练习题
是时候自己开始编写程序了。这第一部分的练习相当简单，但是这样设计是为了确保你为
学习钻研本书的剩余部分做好准备，而这里的一些问题提示了未来章节的一些主题。一定
要查看附录 D 的第一部分以获得答案；练习题及其解答有时候包含了一些并没有在这部分
主要内容中的补充信息，所以即使你能够独立回答所有的问题，也应该看看解答。
1.

交互。使用系统命令行、IDLE 或者任何在你的平台上工作的其他方法，开始 Python
交互命令行（>>> 提示符），并输入表达式 "Hello World!"（包括引号）。这行字符串
将会显示出来。这个练习的目的是确保已配置 Python 运行的环境。在某些情况下，你
也许需要首先运行一条 c d shell 命令，输入 Python 可执行文件的绝对路经，或者增加
Python 可执行文件的路径至 PATH 环境变量。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在 .cshrc 或 .kshrc
文件中设置 P A T H，使 Python 在 UNIX 系统中永久可用；在 Windows 上，环境变量
GUI 通常就是你想要的 。参照附录 A 获得环境变量设置的帮助。

2.

程序。使用你选择的文本编辑器，写一个简单的包含了单个打印 " H e l l o m o d u l e
world!" 语句的模块文件，并将其保存为 module1.py。现在，通过使用任何你喜欢的启
动选项来运行这个文件：在 IDLE 中运行，点击其文件图标，在系统 shell 的命令行中
将其传递给 Python 解释器程序（例如 python module1.py）等。实际上，尽可能地使
用本章所讨论到的启动技术运行你的文件去实验。哪种技术看起来最简单？（当然，
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

3.

模块。紧接着，开始一个 Python 交互命令行（> > > 提示符），并导入你在练习 2 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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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模块。试着将这个文件移动到一个不同的目录，并再次从其原始的目录导入（也
就是说，当导入时在原来的目录运行 Python）。发生了什么？（提示：在原来的目录
中是否仍然有一个 module1.pyc 的字节码文件，或者在 __pycache__ 子目录下有类似的
文件？）
4.

脚本。如果你的平台支持的话，在 module1.py 模块文件的顶行增加一行 #!，赋予这个
文件可执行的权限，并作为可执行文件直接运行它。在第一行需要包含什么？ # ! 一般
在 UNIX、Linux 和 UNIX 类平台（如 Mac OS X）有意义；如果你在 Windows 平台上
工作，遇过“开始→运行”对话框或类似的操作，然后试着在命令行窗口不在其前边
加“python”这个词而直接列出其名字来运行这个文件（这在最近版本的 Windows 上
有效）。如果你正在使用随着操作系统安装的 Python 3.3 或 Windows 启动器，改变脚
本的 #! 代码行进行实验，来启动你可能在电脑上已安装的不同 Python 版本（或等效地，
根据附录 B 中的学习手册一步步完成）。

5.

错误和调试。在 Python 交互命令行中，试着输入数学表达式和赋值。首先输入 2 * *
500 和 1 / 0，并且像我们在本章前面所做的那样引用一个未定义的变量名。发生了什
么？
你也许还不知道，但是当你犯了一个错误，你正在做的是异常处理：这将会在第七部
分深入探索。如同你将会在那里学到的，从技术上正在触发所谓的默认打印标准错误
信息的异常处理逻辑。如果你没有获得错误信息，那么默认的处理模块获得并作为回
应打印了标准的错误信息。
异常总是和 Python 中的调试概念密切相关的。当你第一次开始的时候，Python 关于异
常的默认错误消息总是为你的错误处理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它们给出错误的原因，
并且在代码中显示错误发生时所执行的行。要了解关于调试的更多内容，参见本章的“调
试 Python 代码”部分。

6.

中断。在 Python 命令行中，输入：
L = [1, 2]
L.append(L)
L

# Make a 2-item list
# Append L as a single item to itself
# Print L: a cyclic/circular object

发生了什么？如果使用的是比 1.5 版更新的 Python，你也许能够看到一个奇怪的输出，
我们将会在本书的下一部分讲到。如果你用的 Python 版本比 1.5.1 还老，在绝大多数
平台上 <Ctrl-C> 组合键也许会有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警告： 如果你有一个比 1.5.1 版更老的 Python，在运行这个测试之前，保证你的机
器能够通过中断组合键 <Ctrl-C> 中止一个程序，不然的话你得等很长时间。

7.

文档。在你继续感受标准库中可用的工具和文档集的结构之前，至少花 15 分钟浏览一
下 Python 库和语言手册。为了熟悉手册集的主题，至少得花这么长的时间。一旦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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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了，将很容易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你可以在一些 Windows 版本上的 Python 开
始按钮菜单项，或者在 IDLE 的 Help 下拉菜单上的 Python Docs 选项里，或者在网址
http://www.python.org/doc 上找到这个手册。本书将会在第 15 章用部分内容描述一些
手册及其他可用文档资源中的内容（包括 PyDoc 以及 help 函数）。如果还有时间，前
往 Python 的网站以及 PyPI 第三方扩展的网站看看。特别留意 Python.org（http://www.
python.org）的文档和搜索页面，它们是至关重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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