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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和C语言的区别

• z已赋值，x=(y=z+1)语句是错误语句

• 3>2>=2 的值为True

• Python字符串以'0'为结束符。

• 变量不需事先声明就可使用。

True Python里面赋值语句本身不是表达式 不能放在等号右边
但你可以x=y=z+1

True 等价于3>2 and 2>=2 两个等式都是成立的 和C语言不同

Python的字符串没有\0

对 Python动态类型 可以直接用全局变量



把自己当成Python解释器

the_max = 10
the_sum = 0
extra = 0
for 循环从1到10 不包含10
if number%2 !=0 and 
number%3==0:
不能被2整除 同时 能被3整除:

累加到the_sum里面

从1到9 满足条件的有3和9
the_sum就是3+9=12



写好草稿
factors(18)
x=18
y=18开根号向下取整=4
for i从2到4 包括4

i=2
if 18能被2整除:

print(2) ←
factors(9)
break return不用回来

factors(9)
x=9
y=3
i从2到3

if 9%2==0 不成立
print(9) ←

继续循环i=3
if 9%3==0 成立

print(3) ←
factors(3)
break return

答案：2 9 3 
注意空格



局部变量 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
b=2 c=4

g_func局部变量：
函数里面被赋值了的就是局部变量
b, d是局部变量

执行g_func:
局部b=1 不改变全局的b
b=1*4=4 读取了全局的c
d=4
print(4,4)

返回后print(b,c) 全局的b还是2
print(2,4)

答案4 4 2 4 



对齐

把\n拆开看成三行：
{0:{2}^{1}}
{0:{2}>{1}}
{0:{2}<{1}}
把值填进去：
{0:T^20} 居中 主体还是666666，用T补齐20个
>把6放在右边 默认的 '{0:20}'.format(666666)
<左边



编程题考试技巧

• 一步步写，写一点就测一点
• 能用内置的函数就用上 比如sum
• 注意空格
• 仔细读题，关注上界
• 题目有点复杂就写函数，降低思维负担
• 递归函数想清楚参数和返回值的含义
• 实在不行就骗分



能用上自带函数的就用上

计算 21+22+23+...+m

print("sum =", sum(range(21,int(input())+1)))

• 注意空格 等号后面不加空格 因为print的每个元素之间自动会加
• 用range创建了数组，丢给sum求和
• sum只能对数字数组求和



能用上自带函数的就用上

统计单词的个数

• 仔细读题：单词间空格数可以是多个。
不能用.count(“ ”)

print("count =",len(input().split()))
直接.split()就可以按空格拆成数组 用len就知道多少个了



写个函数呗

输出一个 n 阶的方阵输入n和d

主体：输出n行数字

每一行数字要么全部是digit，要么是左右两边
各一个digit，中间n-2个digit-1

把显示一行数字提取成一个函数：
def printlist(l):

print(" ".join([str(i) for i in l])+" ")

其实你可以print(*l, end=“ \n”)

n=4 (4行4列)
d=2 (中间是1，周围是2）



写个函数呗

输出一个 n 阶的方阵

n, d = map(int, input().split())
printlist([d]*n)
for i in range(n-2):

printlist([d] + [d-1]*(n-2) + [d] ) 
printlist([d]*n)

如何生成5个0的数组？
[0]*5

列表怎么合并？
[1]+[2,3]

n=4 (4行4列)
d=2 (中间是1，周围是2）



递归函数：抓住输入参数和返回值

列表元素的个数加权和(2)
第1层每个算10个，第二层每个算9个，……
如[1,2,[3,4,[5,6],7],8] 就是
10+10 + 9+9 + 8+8 + 9 + 10=73

calc 输入(data, depth) 返回计算的结果r

比如说一开始调用的就是calc([1,2,[3,4,[5,6],7],8] , 0) 这里为啥depth设置成0？

最里面的调用就是calc([5,6], 2) 返回2*(10-2)=16
->最简单的情况 数组里面全部是数字
然后再考虑还有列表怎么办？递归调用自身咯



递归函数：抓住输入参数和返回值

列表元素的个数加权和(2)
def calc(data, depth):

r = 0
for i in data:

if isinstance(i, list):
r += calc(i, depth+1)

else:
r += 1 * (10-depth)

return r

print(calc(eval(input()), 0))



做不出题目 不要放弃 努力骗分

列表元素的个数加权和(2)



做不出题目 不要放弃 努力骗分

看上界 10的7次方算阶乘？

不要放弃！

直接暴力算阶乘，转成字符串

右边去掉0——用rstrip(“0”)
输出最右边K位数 [-K:]

最右边有多少个0？长度减一减



做不出题目 不要放弃 努力骗分



答案全部已知？直接骗分



输出全排列

设计函数原型：输入n和prefix，不返回东西

第一行的123看成是func(3, “12”)
prefix已经有了1和2，剩余的就只有3了
函数里面print(prefix+3)

func(3, “1”) 这时候有两个数字可以选：2,3
func(3, “12”)
func(3, “13”)

需要循环可选数字



输出全排列

def func(n, prefix):
if len(prefix) == n:

print(prefix)
return

allowedchars = [str(i) for i in range(1,n+1) if str(i) not in prefix]
for i in allowedchars:

func(n, prefix+i)

func(int(input()), "")



输出全排列

了解一下itertools



输出全排列

了解一下itertools

n=int(input())
import itertools
str_1toN = "".join([str(i) for i in range(1,n+1)])
for i in itertools.permutations(str_1toN, n):

print(*i, sep="")

利用标准库已有的函数解放生产力
print的sep参数 每个参数之间的分隔
默认是空格



学会sorted和lambda排序

找出总分最高的学生

n=int(input())
students = [input() for _ in range(n)] #students每个元素是一行
thebest = sorted(students, key=lambda i: sum([int(x) for x in i.split()[-3:]]), reverse=True)[0]

#排序用的key是一个函数 输入一行i 返回这一行最后三个数求和；reverse=True逆序，
#结果第0个就是最大的
id, name, f1, f2, f3 = thebest.split()
print(name,id,sum(map(int, [f1,f2,f3])))



二维数组的处理

怎么读取？

n=int(input())
data=[]
for _ in range(n):

data.append([int(i) for i in input().split()])

>>> data
[[1, 7, 4, 1], [4, 8, 3, 6], [1, 6, 1, 2], [0, 7, 8, 9]]

怎么得到第i行？
data[i]

怎么得到第j列？
[x[j] for x in data]



二维数组的处理

求矩阵鞍点的个数

一个矩阵元素的“鞍点”是指该位置上的元素值在该行上最大、在该
列上最小。

找出一行中最大的那个数->判断是不是所在列最小的

错在哪？一行最大的那个数不唯一！



二维数组的处理

求矩阵鞍点的个数

正确做法：直接对每个点判断是否满足鞍点条件



循环初始化问题

判断素数



循环初始化问题

发挥主观能动性 多尝试 不要满足于题目给的测试点
另外，不要从测试样例找规律！题目没说就不要自己加戏



循环初始化问题

哪个循环负责这个变量，就在这个循环之前做初始化，保证外层循
环互不干扰



需要记住点啥
• 类型：input()返回的是字符串，用int, float转换；用isinstance判断类
型；哪些是False

• 数字：除以0的异常，进制转换，判断素数，格式化输出，优先级
• 字符串：len，upper，lower，strip，split，join
• 列表：append，index，sorted(key=lambda i:-i)，数组的数组，分片，

[::-1]，列表推导式
• 字典：keys，items，update
• 循环：range，for i in ...，while ...，变量初始化
• 函数：传递一个列表？（引用传递）局部变量，全局变量
• tuple；set；文件；类



Thanks

• https://blog.chenyuan.me/PythonCourse/

• 祝大家考出好成绩，玩会Python

https://blog.chenyuan.me/PythonCourse/


把自己当成Python解释器 要有耐心慢慢做
m=[2,1,0,5,3,5,7,4]
naive(m)
M=m=[2,1,0,5,3,5,7,4]
A=None
if A is None: 成立
A={0,1,2,3,4,5,6,7}

if len(A)==1: 不成立
B={2,1,0,5,3,7,4}={0,1,2,3,4,5,7}
C=A-B={6}
if C: 成立

A.remove(6)
A={0,1,2,3,4,5,7}
return naive(M, {0,1,2,3,4,5,7})



naive(M, {0,1,2,3,4,5,7})
A= {0,1,2,3,4,5,7}
M=[2,1,0,5,3,5,7,4]
if A is None不成立
if len(A)==1 不成立
B=set([2,1,0,5,3,5,4])={0,1,2,3,4,5}
C={7}
if C成立
A={0,1,2,3,4,5}
return naive(M, {0,1,2,3,4,5})

naive(M, {0,1,2,3,4,5})
B={2,1,0,5,3,5}={0,1,2,3,5}
C={4}
A={0,1,2,3,5}
return naive(M, {0,1,2,3,5})

把自己当成Python解释器 要有耐心慢慢做



M=[2,1,0,5,3,5,7,4]
naive(M, {0,1,2,3,5})
B={2,1,0,5,5}={0,1,2,5}
C={3}
A={0,1,2,5}
return naive(M, {0,1,2,5})

naive(M, {0,1,2,5})
B={2,1,0,5}
C={}
return A={0,1,2,5}

答案=0+1+2+5=8

把自己当成Python解释器 要有耐心慢慢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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