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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ango	博客入门

1.	主要内容

内容如书名（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书）一样，记录的是我在学习和书写博客程

序时的实践，是一个分享。

主要内容是	Djnago	的简单入门和简单的博客相关的知识。

P.S.	在刚开始我大言不惭的称我的这一个小分享为	Django	教程，文章内容只是涉

及到	Django	的一小部分功能，所以叫教程并不合适。现在想起来还真是不知道天

高地厚～～

2.	适合读者

最适合的是想入门	Django	而又不知道从何开始的初学者。更具体的在文章正文中

会有提及。

3.	作者寄语

真心希望它能够带给你帮助，同时也希望各位在学习后也可以做出一个分享	^_^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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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约定

定位

首先说明一点，学习 	Django	最好、最全的教程当属其官网上的文档。	虽说是英

文，但还是需要静下心耐心的看下去。就像它说的：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Django.

在其官网上可查到一切与	Django	相关的介绍和示例。

我更希望的是当你在官网看的不是很明白时，能够在我这里得到解决。

竟然如此，我为何还要想写这么一篇《Django	教程》呢？原因有三：

1.	 对平时学习使用	Django	遇到问题和解决方法作一个记录（烂笔头）

2.	 在看官方文档后而不得其解时，希望有一篇这样的中文介绍

3.	 给自己一个动力

内容

1.	 有对官网的翻译

2.	 有自己的理解，做法，经验等

目标

一些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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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Django	教程》，希望能够帮助初学者更快的入门	Django

环境

Django	版本： 	Django	1.8	

开发环境： 	Ubuntu	14.04	,	 	Python	2.7.6	

教程基于上述版本进行讲述。

需要的基础知识

1.	 前端： 	html	,	 	css	,	（ 	javascript		非必须）

2.	 后台： 	Python	

3.	 其它：熟悉	 	Linux	,	（熟悉	 	git		非必须）

教程代码

GItHub	地址：https://github.com/shenxgan/xblog

一些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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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配置

写在前面

若你打算按照我这个教程来学习的话，并且对系统那些什么的都没有特殊其它要求

的话，建议也希望你能够直接使用我的环境配置

创建虚拟	Python	开发环境

1.	安装	virtualenv

sudo	pip	install	virtualenv

2.	新建一个虚拟环境

virtualenv	env_django

安装过程如下，就表示成功了

shengan@ubuntu:~$	virtualenv	env_django

New	python	executable	in	env_django/bin/python

Installing	setuptools,	pip...done.

看看目录结构

环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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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an@ubuntu:~$	tree	-L	2	env_django/

env_django/

├──	bin

│			├──	activate

│			├──	activate.csh

│			├──	activate.fish

│			├──	activate_this.py

│			├──	easy_install

│			├──	easy_install-2.7

│			├──	pip

│			├──	pip2

│			├──	pip2.7

│			├──	python

│			├──	python2	->	python

│			└──	python2.7	->	python

├──	include

│			└──	python2.7	->	/usr/include/python2.7

├──	lib

│			└──	python2.7

└──	local

				├──	bin	->	/home/shengan/env_django/bin

				├──	include	->	/home/shengan/env_django/include

				└──	lib	->	/home/shengan/env_django/lib

9	directories,	12	files

3.	进入虚拟环境

shengan@ubuntu:~$	source	env_django/bin/activate

(env_django)shengan@ubuntu:~$

在命令行前面的	 	(env_django)		就表示你所处的就是	Python	虚拟开发环境中

了，在其中安装的	Python	模块对系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4.	退出虚拟环境

环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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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_django)shengan@ubuntu:~$	deactivate	

shengan@ubuntu:~$

安装	Django

1.	使用	pip	进行安装

(env_django)shengan@ubuntu:~$	pip	install	django

指定版本安装可使用

pip	install	Django==1.8.3				##我使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2.	检测是否安装成功

在虚拟环境中进入	python	命令行环境

(env_django)shengan@ubuntu:~$	python

>>>	import	django

>>>	print	django.get_version()

1.8.3

>>>

至此，Django	开发环境已经初步安装配置完成。

建议

若你是有计划的进行学习	django	的，建议你做到上述之后，即刻将这些初始的代

码使用版本控制系统进行管理起来，推荐使用	git/svn，	若使用	git	则还有部分建

议：

推荐你使用	github

环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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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https://github.com/github/gitignore	下载	Python.gitignore	文件（此文件也可

在	github	中创建一个项目的时候选择，选择后不必再下载）。或使用	wget	直
接进行下载

		wget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github/gitignore/ma

ster/Python.gitignore

将此文件移到	.git	目录并重命名为	.gitignore	（目的是为了在	git	版本库中忽略

一些不必要的非代码文件，比如	pyc	文件等）

环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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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ySQL	数据库

本文是讲述	django	中	mysql	数据库的配置，如若你仅仅是想继续学习下面的章

节，而对数据库什么的没有要求，则此篇可略过。（django	中默认数据库为

sqlite，此篇不会影响你对后续章节的学习理解）

django	支持的数据库

PostgreSQL
MySQL
SQLite
Oracle

说一句：MongoDB	是不支持的，不支持不代表不能用，只是如果在	Django	中使

用	MongoDB	的话，需要你自己动手写相对应的扩展。

来看看	settings.py	中数据库的配置，可以看出默认的数据库即为	sqlite3

#	Database

#	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ref/settings/#databases

DATABASES	=	{	

				'default':	{

								'ENGINE':	'django.db.backends.sqlite3',

								'NAME':	os.path.join(BASE_DIR,	'db.sqlite3'),

				}			

}

修改数据库为	MySQL
参考：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ref/databases/#mysql-notes

在	settings.py	文件中修改	 	DATABASES		字段如下：

配置	MySQL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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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S	=	{	

				'default':	{

								'ENGINE':	'django.db.backends.mysql',

								'NAME':	'xblog',				##	数据库名称

								'USER':	'root',

								'PASSWORD':	'password',				##	安装	mysql	数据库时，输入的	r

oot	用户的密码

								'HOST':	'127.0.0.1',

				}			

}

（若是你要在	py	文件中作中文注释，不要忘了在文件开头加上 	#coding:utf-

8	）

至此，MySQL	数据库的配置基本上是已经配置好了，但是你还不能够使用它，因

为你系统中还没有安装	MySQL

安装	MySQL

1.	Ubuntu	中安装	MySQL

$	sudo	apt-get	install	mysql-server	mysql-client

##	在过程中按照提示输入	mysql	root	用户的密码，此密码将用于	settings.py

	中。

安装完成之后，可于命令行中进入	mysql：

$	mysql	-u	root	-p

Enter	password:	##	输入	mysql	root	用户密码，进入数据库

创建数据库	xblog

mysql>	create	database	xblog	default	charset	utf8	collate	utf8_g

eneral_ci;

Query	OK,	1	row	affected	(0.20	sec)

配置	MySQL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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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MySQLdb

(env_django)shengan@ubuntu:~/mysite$	pip	install	mysql-python

若是安装过程有问题，可安装下述软件包，然后再行安装	 	MySQLdb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setuptools

sudo	apt-get	install	libmysqld-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mysqlclient-dev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dev

进入	python	交互式命令行，输入	 	import	MySQLdb		检测是否安装成功：

>>>	import	MySQLdb				##	未报错即表示安装成功

至此，方可说	MySQL	的安装与配置均已完成。

配置	MySQL	数据库

12



settings.py	文件的基本设置

刚开始仅需修改以下两项即可：

LANGUAGE_CODE	=	'zh-CN'

TIME_ZONE	=	'Asia/Shanghai'

设置	 	LANGUAGE_CODE		为	 	zh-CN		可让	django	显示中文；

设置	 	TIME_ZONE		为	 	Asia/Shanghai	，即为设置时区为本地时区。

在	settings.py	文件中此两项的默认值为：

LANGUAGE_CODE	=	'en-us'

TIME_ZONE	=	'UTC'

BTW.
此处仅介绍	settings.py	最最基本也是最初的两项设置。如果你想要的是	settings.py
中其它的一些设置，请关注后续章节。

settings.py	文件的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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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	Django	程序

记住你所有的操作均是在虚拟环境下。

创建一个新项目

$	django-admin	startproject	mysite

在当前目录下会生成	mysite	目录，目录结构如下：

(env_django)shengan@ubuntu:~$	tree	mysite/

mysite/

├──	manage.py

└──	mysite

				├──	__init__.py

				├──	settings.py

				├──	urls.py

				└──	wsgi.py

1	directory,	5	files

接下来运行看看：

$	python	manage.py	runserver	0.0.0.0:8000

效果图如下：（默认为英文，要显示中文可在	settings.py	中进行设置）

中文的效果图如下：

第一个	Django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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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使用	django	默认的数据库（sqlite），则在运行之后在当前目录下会生成一个

	db.sqlite3		的文件，这是	sqlite	数据库的数据库文件，可不用理会（删除都没

有关系）。（目录也是可以修改，需要你去修改	 	settings.py		文件中数据库相

对应的配置）

新建一个	app

$	python	manage.py	startapp	blog

(env_django)shengan@ubuntu:~/mysite$	tree	blog/

blog/

├──	admin.py								##	与	django	的管理页面有关

├──	__init__.py					##	空文件，在	python	程序中很常见，此处仅仅代表同目

录下所有	py	文件为一个模块

├──	migrations						##	数据库操作记录

│			└──	__init__.py

├──	models.py							##	模型定义文件

├──	tests.py								##	写测试时会用到

└──	views.py								##	视图文件

1	directory,	6	files

上述列出的文件中，重要的当属	 	models.py		和	 	views.py		文件了，其它的文件

现阶段可不必理会。

注册	app

编辑	settings.py	文件，在	 	INSTALLED_APPS		中添加	blog

第一个	Django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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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definition

INSTALLED_APPS	=	(	

				'django.contrib.admin',

				'django.contrib.auth',

				'django.contrib.contenttypes',

				'django.contrib.sessions',

				'django.contrib.messages',

				'django.contrib.staticfiles',

				'blog',

)

url
进入	 	mysite		目录，打开	 	urls.py		文件：

shengan@ubuntu:~/mysite/mysite$	vim	urls.py

第一个	Django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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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ite	URL	Configuration

The	`urlpatterns`	list	routes	URLs	to	views.	For	more	informatio

n	please	see:

				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topics/http/urls/

Examples:

Function	views

				1.	Add	an	import:		from	my_app	import	views

				2.	Add	a	URL	to	urlpatterns:		url(r'^$',	views.home,	name='h

ome')

Class-based	views

				1.	Add	an	import:		from	other_app.views	import	Home

				2.	Add	a	URL	to	urlpatterns:		url(r'^$',	Home.as_view(),	nam

e='home')

Including	another	URLconf

				1.	Add	an	import:		from	blog	import	urls	as	blog_urls

				2.	Add	a	URL	to	urlpatterns:		url(r'^blog/',	include(blog_ur

ls))

"""

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include,	url

from	django.contrib	import	admin

urlpatterns	=	[

				url(r'^admin/',	include(admin.site.urls)),

]

在	urlpatterns	中添加：

url(r'^blog/$',	'blog.views.blog_index',	name='blog_index'),

view
进入	 	blog		目录，编辑	 	views.py		文件：

shengan@ubuntu:~/mysite/blog$	vim	views.py

第一个	Django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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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jango.http	import	HttpResponse

def	blog_index(request):

				return	HttpResponse("Hello,	world.")

浏览器访问

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	ip	地址（ 	http://10.0.0.46:8000/blog/	，将

10.0.0.46	换成你的	ip，8000	换成你的端口），请求成功后即可看到	 	Hello,
world.	

小结

以上很简单也很基础，也没有具体说明为何那般写，但好歹也是一个简单的	django
程序的大部分流程了。后续章节会继续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开发完善，请继续关

注。

参考

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intro/tutorial01/
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intro/tutorial03/

第一个	Django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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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s

url	函数介绍

url	函数有	5	个参数：

url(regex,	view,	kwargs=None,	name=None,	prefix='')

regex											##	正则表达式，用来匹配	url	地址（必须）

view												##	此	url	对应的视图函数（必须）

kwargs										##	附加参数（字典类型），传递给视图函数（可选）

name												##	此	url	的名称，在模板中用的比较多，且非常有用（可选）

prefix										##	前缀，一般不用（可选）

正则表达式不熟悉也没有关系，django	中用到的不多。

若想了解	python	正则表达式，可参照这篇文

章：http://www.cnblogs.com/huxi/archive/2010/07/04/1771073.html

（文章末尾会贴出他那张经典的图片）

一般开发中的做法

在创建	project	的时候，在	mysite	目录中生成了	urls.py	文件，此文件为整个项目

url	分发的入口。

在之前，我们添加	url	时，仅仅是简单的将	blog	的	url	加入了其中；然而，在一般

情况下，我们都会单独为	blog	新建一个	urls.py	文件。

shengan@ubuntu:~/mysite/mysite$	vim	urls.py

u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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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include,	url

from	django.contrib	import	admin

urlpatterns	=	[

				url(r'^admin/',	include(admin.site.urls)),

				url(r'^blog/',	'blog.views.blog_index',	name='blog_index'),

]

我们要更改为：

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include,	url

from	django.contrib	import	admin

urlpatterns	=	[

				url(r'^admin/',	include(admin.site.urls)),

				#	blog

				url(r'^blog/',	include('blog.urls')),

]

然后去	blog	目录，新建	urls.py	文件：

shengan@ubuntu:~/mysite/blog$	vim	urls.py

文件内容为：

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url

urlpatterns	=	[

				url(r'^$',	'blog.views.blog_index',	name='blog_index'),

]

再次使用浏览器进行访问，同样会看到	 	Hello,	world.	

参考

u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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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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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ates
在之前咱们输出	 	Hello,	world.		的时候，仅仅是作为	 	HttpResponse		的参

数，并未使用模板。咱今天就来为它加上模板。

return	HttpResponse("Hello,	world.")

首先看看了解一下模板的语法，再为它加上模板。

模板的语法

1.	变量（Variables）

模板中使用变量时，需要将其用两个大括号括起来（ 	{{	VariableName	}}	），

如下：

My	first	name	is	{{	first_name	}}.	My	last	name	is	{{	last_name	

}}

2.	标签（Tags）

标签用于模板中的逻辑实现，需要包含在	 	{%	%}		之间，比如： 	{%	csrf_token

%}	

有些标签还需要结束标签：

{%	if	user.is_authenticated	%}

		Hello,	{{	user.username	}}.

{%	endif	%}

常用的标签有	 	if	，	 	for		等，查看详细请点击这里

3.	过滤器（Filters）

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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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是主要用来对变量进行额外的一些操作，比如获取长度（ 	length	）、格式

化日期（ 	date	）等

过滤器格式类似如下：

{{	string|length	}}

{{	datetime|date:"Y-m-d	h:i:s"	}}				{#	对应格式是	年-月-日	时:分:秒

	#}

修改	blog/views.py

更新	blog/views.py	文件：

from	django.shortcuts	import	render

def	blog_index(request):

				context	=	{

								'test':	'just	for	test.',

								'welcome':	'hello	world.'

				}

				return	render(request,	'blog_index.html',	context)

	blog_index.html		为模板文件，需要自己动手新建：

在当前目录下（ 	blog/		目录）新建	 	templates		目录。

在	 	blog/templates/		目录下新建	 	blog_index.html		文件，文件内容如

下：

<p>{{	test	}}</p>

<p>{{	welcome	}}</p>

再次访问	 	http://10.0.0.46:8000/blog/	，可看到输出：

just	for	test.

hello	world.

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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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模型与数据库息息相关，一个模型对应一个数据库表（所以，在设计	models	时，

可想象成是在设计相应的数据库表）。

模型的特点：

每一个模型都是一个	Python	类，且继承至	 	django.db.models.Model		类
模型中每一个属性对应数据库表中的一个字段

属性类型

每个属性的定义均类似如下定义方式：

title	=	models.CharField(max_length=50)

上述代码，定义了一个名为	 	title		的属性，且此属性为	string	类型

（ 	CharField	）。

查看更多类型或详细内容请点击这里

更新	blog/models.py

1.	设计	blog/models.py

在之前，咱们创建了一个名为	blog	的	app.	在	blog/	目录下生成了	models.py	文
件，现在咱们来设计它：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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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jango.db	import	models

class	Article(models.Model):

				url	=	models.URLField()				

				title	=	models.CharField(max_length=50)

				title_zh	=	models.CharField(max_length=50)

				author	=	models.CharField(max_length=30)

				content_md	=	models.TextField()

				content_html	=	models.TextField()

				tags	=	models.CharField(max_length=30)

				views	=	models.IntegerField()

				created	=	models.DateTimeField()

				updated	=	models.DateTimeField()

稍微解释一下各个属性的含义与作用：

url，文章的链接地址

title，文章的标题（英文，即为链接中显示的英文名称）

title_zh，文章的中文标题（此标题是从文章内容中读取的，取

	content_html		中第一个	 	<h(\d)>		标签的内容）

author，文章作者

content_md，文章的内容，因为是使用	 	markdown		格式书写的，所以加了后

缀	 	md	
content_html，文章的内容，html	格式，存储是为了不需要每次都去将	md	解
析成	html
tags，文章的标签

views，文章被阅读的次数

created，文章发表的日期时间

updated，文章被更新的日期时间

2.	生成数据库表

模型编辑好之后，需要生成数据库表（在当你改变了	 	models.py		内容时，都需

要重新生成数据库表）：

$	python	manage.py	makemigrations

$	python	manage.py	mig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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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果如下：

(env_django)shengan@ubuntu:~/mysite$	python	manage.py	makemigrat

ions

Migrations	for	'blog':

		0001_initial.py:

				-	Create	model	Article

(env_django)shengan@ubuntu:~/mysite$	python	manage.py	migrate

Operations	to	perform:

		Synchronize	unmigrated	apps:	staticfiles,	messages

		Apply	all	migrations:	admin,	blog,	contenttypes,	auth,	session

s

Synchronizing	apps	without	migrations:

		Creating	tables...

				Running	deferred	SQL...

		Installing	custom	SQL...

Running	migrations:

		...##（省略）

3.	查看数据库表

进入	mysql	数据库看看生成的表：

mysql>	use	x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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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show	tables;

+----------------------------+

|	Tables_in_xblog												|

+----------------------------+

|	auth_group																	|

|	auth_group_permissions					|

|	auth_permission												|

|	auth_user																		|

|	auth_user_groups											|

|	auth_user_user_permissions	|

|	blog_article															|

|	django_admin_log											|

|	django_content_type								|

|	django_migrations										|

|	django_session													|

+----------------------------+

11	rows	in	set	(0.03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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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desc	blog_article;

+--------------+--------------+------+-----+---------+----------

------+

|	Field								|	Type									|	Null	|	Key	|	Default	|	Extra				

						|

+--------------+--------------+------+-----+---------+----------

------+

|	id											|	int(11)						|	NO			|	PRI	|	NULL				|	auto_incr

ement	|

|	url										|	varchar(200)	|	NO			|					|	NULL				|										

						|

|	title								|	varchar(50)		|	NO			|					|	NULL				|										

						|

|	title_zh					|	varchar(50)		|	NO			|					|	NULL				|										

						|

|	author							|	varchar(30)		|	NO			|					|	NULL				|										

						|

|	content_md			|	longtext					|	NO			|					|	NULL				|										

						|

|	content_html	|	longtext					|	NO			|					|	NULL				|										

						|

|	tags									|	varchar(30)		|	NO			|					|	NULL				|										

						|

|	views								|	int(11)						|	NO			|					|	NULL				|										

						|

|	created						|	datetime					|	NO			|					|	NULL				|										

						|

|	updated						|	datetime					|	NO			|					|	NULL				|										

						|

+--------------+--------------+------+-----+---------+----------

------+

11	rows	in	set	(0.07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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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动员

前面的入门篇，其实只有两方面的内容：

1.	 简单的配置（中文配置和	MySQL	数据库配置）

2.	 简单的跑起	django（看看流程，看看效果）

目的也是初步熟悉	django	而已。

接下来

接下来，我将使用	django	创建一个	blog	程序，一步步实战进行到底。

先说说将会使用到的一些其他知识：

1.	 博客	css	使用	bootstrap	框架；

2.	 文章的书写使用	markdown	语法，将会使用一个开源的编辑器	Editor；（点击

查看	Demo）

以上，没用过不要紧，接下来就是学习的时候了。

开发学习环境

环境还是和入门时说的一样：

Ubuntu	14.04
Python	2.7.6
Django	1.8
Bootstrap	v3

教程代码

GItHub	地址：https://github.com/shenxgan/xblog

战前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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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首页

问：

当你脑袋想着我要开始写一个博客程序时，针对博客本身，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是要先有博客首页~

好，那就来看看博客首页有哪些东西，又该怎么来实现。

博客首页元素

大家应该对此不是很陌生，相信各位都见过他人的博客了；

基本上博客（博客首页）上有以下几种元素（从上至下，从左至右）：

1.	 菜单导航栏

2.	 博客主视区（主体），常见的会分成两栏或三栏

3.	 博客底部，常见的是站点地图链接、备案号等放在这里

嗯，基本上一个简单的博客首页就是这些元素了。

公共元素

虽在上面我将博客元素分成了三类，但很明显	导航栏和底部栏	可认为是不变的，

也就是所谓的公共栏（每个页面都会有）

对于公共元素，我们在设计代码时，就可以将其提取出来，然后其他模板去包含它

即可。

代码部分

1.	导航条

在	 	blog/templates/		目录下新建	 	blog_nav.html		文件：

shengan@ubuntu:~/mysite/blog/templates$	vim	blog_na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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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	class="navbar	navbar-default	navbar-static-top"	role="navig

ation">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navbar-header">

						<button	class="navbar-toggle	collapsed"	type="button"	data

-toggle="collapse"	data-target=".bs-navbar-collapse">

								<span	class="sr-only">Toggle	navigation</span>

								<span	class="icon-bar"></span>

								<span	class="icon-bar"></span>

								<span	class="icon-bar"></span>

						</button>

						<a	href="{%	url	'blog_index'	%}"	class="navbar-brand">xblog

</a>

				</div>

				<div	id="navbar"	class="collapse	navbar-collapse	bs-navbar-c

ollapse">

						<ul	class="nav	navbar-nav">

								<li><a	href="#">Link</a></li>

						</ul>

						<ul	class="nav	navbar-nav	navbar-right">

								<li><a	href="#">Link</a></li>

						</ul>

				</div>

		</div>

</nav>

导航条是按照	 	bootstrap		来写的，详细的可去其中文官网查看。

2.	模板基类		blog_base.html	

接着新建	 	blog_base.html		文件：

博客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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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YPE	html>

<html	lang="zh-CN">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

UTF-8"	/>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

cale=1">

				<link	rel="stylesheet"	href="http://cdn.bootcss.com/bootstra

p/3.3.4/css/bootstrap.min.css">

				<script	src="http://cdn.bootcss.com/jquery/1.11.2/jquery.min

.js"></script>

				<script	src="http://cdn.bootcss.com/bootstrap/3.3.4/js/boots

trap.min.js"></script>

		</head>

		<body>

				{%	block	nav	%}

						{%	include	"blog_nav.html"	%}

				{%	endblock	%}

				{%	block	content	%}{%	endblock	%}

				{%	block	footer	%}{%	endblock	%}

				{%	block	scripts	%}{%	endblock	%}

		</body>

</html>

这三句是导入	bootstrap	核心文件，使用的是	CDN	加速服务。

http://v3.bootcss.com/getting-started/#download

<link	rel="stylesheet"	href="http://cdn.bootcss.com/bootstrap/3.

3.4/css/bootstrap.min.css">

<script	src="http://cdn.bootcss.com/jquery/1.11.2/jquery.min.js">

</script>

<script	src="http://cdn.bootcss.com/bootstrap/3.3.4/js/bootstrap

.min.js"></script>

博客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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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dy>		标签中的	 	{%	block	%}{%	endblock	%}		是	django	模板中的语法。简

要的来说就是定了	block	模块后，在子模板中可以重写它。

3.	更新博客首页

更新	 	blog_index.html		文件：

{%	extends	'blog_base.html'	%}

{%	block	content	%}

<p>{{	test	}}</p>

<p>{{	welcome	}}</p>

{%	endblock	%}

	{%	extends	'blog_base.html'	%}		中	extends	为	django	模板中的语法。简要

的说就是扩展/继承父模板。

4.	浏览器访问博客首页，查看效果

当屏幕宽度小到一定程度时，效果图如下：

博客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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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首页--文章列表

此篇继上篇，在博客首页进行文章列表的显示。

上篇只是简单的一个示例而已，此篇将文章列表显示在首页上。

1.	 首页指的是博客首页	/blog/	，首页分两栏，左边栏放文章列表，右边可根据个

人喜好放一些标签、最新评论等

2.	 此篇主要讲述左边栏的实现

3.	 文章列表显示时进行分页，每页	10	篇文章，最多	10	页。

1.	修改	url

一般要呈现列表，可使用	 	django		内置的	 	ListView		视图类，所以相应的

	blog/urls.py		也要修改：

url(r'^$',	ArticleListView.as_view(),	name='blog_index'),

2.	修改	view

博客首页--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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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jango.core.paginator	import	Paginator,	EmptyPage,	PageNotA

nInteger

from	django.db.models	import	F

from	django.views.generic.list	import	ListView

from	models	import	Article

class	ArticleListView(ListView):

				template_name	=	'blog_index.html'

				def	get_queryset(self,	**kwargs):

								object_list	=	Article.objects.all().order_by(F('created'

).desc())[:100]

								paginator	=	Paginator(object_list,	10)

								page	=	self.request.GET.get('page')

								try:

												object_list	=	paginator.page(page)

								except	PageNotAnInteger:

												#	If	page	is	not	an	integer,	deliver	first	page.

												object_list	=	paginator.page(1)

								except	EmptyPage:

												#	If	page	is	out	of	range	(e.g.	9999),	deliver	last	

page	of	results.

												object_list	=	paginator.page(paginator.num_pages)

								return	object_list

讲解一下：

1.	 根据文章发表时间来排序，order_by(F('created').desc())
2.	 分页，每页	10	篇文章，paginator	=	Paginator(object_list,	10)

3.	修改	template
修改	 	blog/templates/blog_index.html		文件：

{%	extends	'blog_base.html'	%}

{%	load	staticfiles	%}

博客首页--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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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ck	content	%}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row">

				<div	class="col-md-8">

						{%	for	o	in	object_list	%}

						<div	class="article-item">

								<div	class="article-info">

										<h3>{{	o.title_zh	}}</h3>

										<p>阅读次数：{{	o.views	}}，作者：{{	o.author	}}，发布时间：

{{	o.created|date:"Y/n/j"	}}，文章标签：{{	o.tags	}}</p>

								</div>

								<div	class="summary">

										{%	autoescape	off	%}

										<a	href="{%	url	'article_detail'	o.title	%}">{{	o.cont

ent_html|truncatechars_html:100	}}</a>

										{%	endautoescape	%}

								</div>

						</div>

						{%	endfor	%}

						<nav>

								<ul	class="pager">

										<li	class="current">{{	object_list.number		}}	/	{{	obj

ect_list.paginator.num_pages		}}</li>

										{%	if	object_list.has_previous	%}

										<li	class="previous"><a	href="?page={{	object_list.pre

vious_page_number		}}"><span	aria-hidden="true">&larr;</span>	上

一页</a></li>

										{%	else	%}

										<li	class="previous	disabled"><a	href=""><span	aria-hi

dden="true">&larr;</span>	上一页</a></li>

										{%	endif	%}

										{%	if	object_list.has_next	%}

										<li	class="next"><a	href="?page={{	object_list.next_pa

ge_number		}}">下一页	<span	aria-hidden="true">&rarr;</span></a></

li>

										{%	else	%}

										<li	class="next	disabled"><a	href="">下一页	<span	aria-

hidden="true">&rarr;</span></a></li>

										{%	endif	%}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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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

				</div>

				<div	class="col-md-4">

				</div>

		</div>

</div>

{%	endblock	%}

讲解一下：

{%	autoescape	off	%}

<a	href="{%	url	'article_detail'	o.title	%}">{{	o.content_html|t

runcatechars_html:100	}}</a>

{%	endautoescape	%}

1.	 	{%	autoescape	off	%}{%	endautoescape	%}	，位于此之间的可直接输出

	html		代码，因	 	django		模板中默认的是开启了	 	html		的安全模式（会将

	html		的一些字符串进行转义，可看这里）。

2.	 truncatechars_html	是	 	django		内置的过滤器，可将字符串截断指定的字符

数，且截断点不会是	 	html		标签。

（分页的模板直接参考	官网示例	和	bootstrap	中的分页	完成）

4.	看看效果

直接访问博客首页（我这里以每页	1	篇文章作为示例，且相关的样式已经添加进

	blog.css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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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展示

在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首页框架，内容可先不用理会。（到时候自己弄出一个自己

喜欢的博客首页就行）

今天就来看看如何发布一篇博文并展示出来。

一篇文章从无到有，需要【书写（编辑）--发布--存储--展示--评论】等这些个步

骤，在接下来的几个小章节，都会依据此顺序进行讲述。

Markdown	书写博客

Markdown	语法很简单，基本上你对照着语法过一遍就会了，估计十分钟。

在书写完博客之后，因用的是	Markdown	编写的，所以还需要将	Markdown	格式的

文本进行转换成	HTML	格式，以便在页面进行展示。

在	python	中，安装	markdown	模块即可。

进入虚拟环境，pip	安装	markdown：

(env_django)shengan@ubuntu:~/mysite$	pip	install	markdown

文章编辑器

因我们采用	Markdown	来书写文章，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支持	Markdown	编辑预览的

编辑器（编辑器不是必须的，其主要作用也只是用于预览功能）。

在前面章节介绍过，我们采用的是开源编辑器	Editor。这个教程就是在它上写出来

的。总体感觉是很方便、小巧，无论是看起来还是用起来都很舒服。

使用方法：

其使用方法我们将在下节《发布文章》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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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文章

发布一篇文章，想想应该先有一个能写文字并发布的页面；而页面具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链接地址，一个是页面内容。

1.	页面地址

首先我们需要为发布页面设计一个	url	地址，那就设为	 	article/publish		好了。

编辑	 	blog/urls.py		文件：

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url

from	views	import	ArticlePublishView

urlpatterns	=	[

				url(r'^$',	'blog.views.blog_index',	name='blog_index'),

				url(r'^article/publish$',	ArticlePublishView.as_view(),	name=

'article_publish'),

]

可以看出，咱们这次的视图是基于类的视图，而不是像	 	blog_index		那样的函数

视图。具体用法可接着往下看。

2.	视图

编辑	 	blog/views.py		文件：

发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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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jango.views.generic.edit	import	FormView

from	forms	import	ArticlePublishForm

class	ArticlePublishView(FormView):

				template_name	=	'article_publish.html'

				form_class	=	ArticlePublishForm

				success_url	=	'/blog/'

				def	form_valid(self,	form):

								form.save(self.request.user.username)

								return	super(ArticlePublishView,	self).form_valid(form)

可以看出， 	ArticlePublishView		类继承的是	 	FormView	；使用的	 	Form		表单

为	 	ArticlePublishForm	；模板为	 	article_publish.html		。

	FormView		官网示例：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ref/class-
based-views/generic-editing/#formview
	FormView		官网详细介绍：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ref/class-
based-views/flattened-index/#formview

3.	表单

在	 	blog/		目录下新建	 	forms.py		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usr/bin/env	python

#	coding=utf-8

import	datetime

import	re

import	markdown

from	django	import	forms

from	models	import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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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ArticlePublishForm(forms.Form):

				title	=	forms.CharField(

								label=u'文章标题',

								max_length=50,

								widget=forms.TextInput(attrs={'class':	'',	'placeholder'

:	u'文章标题，记得在标题末尾添加".html"'}),

								)

				content	=	forms.CharField(

								label=u'内容',

								min_length=10,

								widget=forms.Textarea(),

								)

				tags	=	forms.CharField(

								label=u'标签',

								max_length=30,

								widget=forms.TextInput(attrs={'class':	'',	'placeholder'

:	u'文章标签，以空格进行分割'}),

								)

				def	save(self,	username):

								cd	=	self.cleaned_data

								title	=	cd['title']

								title_zh	=	title

								now	=	datetime.datetime.now()

								content_md	=	cd['content']

								content_html	=	markdown.markdown(cd['content'])

								re_title	=	'<h\d>(.+)</h\d>'

								data	=	content_html.split('\n')

								for	line	in	data:

												title_info	=	re.findall(re_title,	line)

												if	title_info:

																title_zh	=	title_info[0]

																break

								url	=	'/article/%s'	%	(title)

								tags	=	cd['tags']

								article	=	Article(

												url=url,

												title=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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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_zh=title_zh,

												author=username,

												content_md=content_md,

												content_html=content_html,

												tags=tags,

												views=0,

												created=now,

												updated=now)

								article.save()

	Article		model	是在前面章节讲到过的，这里继续沿用。

现在来说说	django	中的	form	表单。

html	中的	form	表单，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各大网站上的登录页面中的登录框或页

面上的评论/留言框就是一个	form	表单。基本上网页上需要人为输入并验证的都是

form	表单。

而	django	中的	form	表单可让	html	表单更加简单的实现，更加容易的验证；还有

其他优点，详情请查看官网介

绍：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topics/forms/

save	函数

save	函数是在视图中进行调用的，在表单验证成功后执行。

save	函数将做如下几项工作：

1.	 根据	 	content		（文章内容， 	Markdown		格式），解析成	HTML	格式存入

	content_html		中；

2.	 从	 	content_html		中查找第一个	 	<h(\d)>		标签（也就是	 	<h1>		 	<h2>	
...），提取其内容作为中文标题；

3.	 根据	 	title		生成	 	url	（ 	title		为英文标题，其实就是	 	url	；在

	title		后面加上	 	.html		可使这篇文章为伪静态页面，至于为什么要把其弄

为伪静态，请自行上网搜索 	伪静态	这个概念吧）；

4.	 设置初始值： 	views		（阅读次数）初始值为	0； 	updated		（最近更新时

间）初始值为	 	created		（创建时间）；

5.	 存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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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板

在	 	blog/templates		目录，创建	 	article_publish.html		模板文件：

{%	extends	'blog_base.html'	%}

{%	block	extra_head	%}

<link	rel="stylesheet"	href="//cdn.jsdelivr.net/editor/0.1.0/edi

tor.css">

<script	src="//cdn.jsdelivr.net/editor/0.1.0/editor.js"></script>

<script	src="//cdn.jsdelivr.net/editor/0.1.0/marked.js"></script>

{%	endblock	%}

{%	block	content	%}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publish	center-block">

				<form	action=""	method="post">{%	csrf_token	%}

						{{	form.title	}}

						{{	form.content	}}

						{{	form.tags	}}

						<button	type="submit"	class="btn	btn-primary">发	布</button>

				</form>

		</div>

</div>

{%	endblock	%}

{%	block	scripts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editor	=	new	Editor();

		editor.render();

</script>

{%	endbloc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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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此模板中的	 	{%	block	extra_head	%}		在父类模板	 	blog_base.html	
中并不存在，所以还需要在	 	blog/templates/blog_base.html		文件中的

	<head>		标签中添加	 	{%	block	extra_head	%}{%	endblock	%}	

	{%	block	extra_head	%}		中的三个资源文件都是编辑器	Editor	需要的，将

资源文件单独放在这个页面引用，是因为只有这个页面才会用到这三个资源文

件，其它页面不需要则不必进行引用了，免得拖慢了页面加载速度。

	{%	block	scripts	%}		中是进行初始化一个	 	Editor	，它会自动嵌套到页

面的第一个	 	<textarea>		标签中。

以上的两点就是编辑器	Editor	的用法了，很简单是吧。

form	表单

<form	action=""	method="post">{%	csrf_token	%}

		{{	form.title	}}

		{{	form.content	}}

		{{	form.tags	}}

		<button	type="submit"	class="btn	btn-primary">发	布</button>

</form>

这个	form	表单看起来很简单，讲解一下：

	{%	csrf_token	%}		是	django	中的一个	CSRF	保护机制，在模板中的每个

	<form>		标签后必须加上	 	{%	csrf_token	%}	
上述代码中的	 	title	、 	content	、 	tags		均一一对应在

	blog/forms.py		中的定义

5.	查看效果

于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地址：http://192.168.1.221:8000**/blog/article/publish**
（替换成你自己的	ip	和端口号）

效果图如下：

发布文章

48

https://github.com/lepture/editor
https://github.com/lepture/editor
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ref/csrf/
http://192.168.1.221:8000**/blog/article/publish**


可看出文章标题和标签样式不是很好，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修改它。但可以看

到主体部分	——	编辑器已经显示无误了。

6.	发布第一篇文章

按照下图填写好（也可以自己自由发挥）信息后，点击发布，发布成功后会跳转到

http://192.168.1.221:8000**/blog/**	，即博客首页（非网站首页，注意区分概念）

注：通常来说，在文章发布成功之后，应该跳转到此文章页面。但是由于咱现在并

未定义访问文章的	 	url		链接，所以先暂时跳转到博客首页，在后续会讲解跳转到

文章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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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访问

因并未在	 	blog/urls.py		中定义访问文章的	 	url		，所以现在还不能通过浏览器

访问刚发布的文章。

不过，咱可以去数据库中看看刚那篇文章存进去没有：

mysql>	use	xblog;

mysql>	show	tables;

+----------------------------+

|	Tables_in_xblog												|

+----------------------------+

|	auth_group																	|

|	auth_group_permissions					|

|	auth_permission												|

|	auth_user																		|

|	auth_user_groups											|

|	auth_user_user_permissions	|

|	blog_article															|

|	django_admin_log											|

|	django_content_type								|

|	django_migrations										|

|	django_session													|

+----------------------------+

11	rows	in	set	(0.00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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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select	*	from	blog_article;

+----+--------------------+-----------+----------+--------+-----

----------------------------------------------------------------

+---------------------------------------------------------------

---------------------------------+-------------+-------+--------

-------------+---------------------+

|	id	|	url																|	title					|	title_zh	|	author	|	cont

ent_md																																																										

|	content_html																																																		

																																	|	tags								|	views	|	created

													|	updated													|

+----+--------------------+-----------+----------+--------+-----

----------------------------------------------------------------

+---------------------------------------------------------------

---------------------------------+-------------+-------+--------

-------------+---------------------+

|		1	|	/article/test.html	|	test.html	|	测试					|								|	#测试

just	for	test.

[Django	教程](http://blog.10ns.top/)					|	<h1>测试</h1>

<p>just	for	test.</p>

<p><a	href="http://blog.10ns.top/">Django	教程</a></p>					|	test

	测试			|					0	|	2015-07-16	06:49:21	|	2015-07-16	06:49:21	|

+----+--------------------+-----------+----------+--------+-----

----------------------------------------------------------------

+---------------------------------------------------------------

---------------------------------+-------------+-------+--------

-------------+---------------------+

1	row	in	set	(0.00	sec)

虽然有点乱，不过还是看到有数据，已经存进去了。

看了看数据，发现：

1.	 	author		是为空的（这个是因为没有登录，登录后即可解决。登录咱在后续

章节再说）

2.	 	created		和	 	updated		时间好像不对，看了看，有条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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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hengan/env_django/local/lib/python2.7/site-packages/d

jango/db/models/fields/__init__.py:1474:	RuntimeWarning:	Dat

eTimeField	Article.created	received	a	naive	datetime	(2015-07

-16	14:49:21.407130)	while	time	zone	support	is	active.

解决方案：

3.	 忽略此警告

4.	 将	 	settings.py		中的	USE_TZ	设置为	False： 	USE_TZ	=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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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文章

在文章发布之后，就应该进行查看效果了。流程和发布文章类似：

1.	urls.py
编辑	 	blog/urls.py	，添加访问文章链接。

添加这一句：

url(r'^article/(?P<title>\S+)$',	ArticleDetailView.as_view(),	na

me='article_detail'),

添加之后	 	urls.py		文件内容如下：

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url

from	views	import	ArticlePublishView,	ArticleDetailView

urlpatterns	=	[

				url(r'^$',	'blog.views.blog_index',	name='blog_index'),

				url(r'^article/publish$',	ArticlePublishView.as_view(),	name=

'article_publish'),

				url(r'^article/(?P<title>\S+)$',	ArticleDetailView.as_view()

,	name='article_detail'),

]

1.	 	(?P<title>\S+)		是	django	中	url	的一种语法， 	\S+		是正则表达式，表示

匹配非空白字符一个或多个。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将	 	\S+		匹配到的部分作为

名为	 	title		的参数，此参数可传递给视图函数（可在	 	blog/views.py		中
看到其用法）。

2.	 可看到这次也是用的基于类的视图，将在	 	views.py		中实现

	ArticleDetailView		视图类。

2.	view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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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log/views.py		文件中添加如下代码：

from	django.http	import	Http404

from	django.views.generic.detail	import	DetailView

from	models	import	Article

class	ArticleDetailView(DetailView):

				template_name	=	'article_detail.html'

				def	get_object(self,	**kwargs):

								title	=	self.kwargs.get('title')

								try:

												article	=	Article.objects.get(title=title)

												article.views	+=	1

												article.save()

												article.tags	=	article.tags.split()

								except	Article.DoesNotExist:

												raise	Http404("Article	does	not	exist")

								return	article

1.	 使用了	 	django		视图类	DetailView；
2.	 	get_object		为	 	DetailView		类中的方法；

3.	 	Article.objects.get		是	django	中封装的对数据库的操作，此处用于获取

指定文章内容。

3.	templates/article_detail.html
在	 	blog/templates/		目录下新建	 	article_detail.ht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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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nds	'blog_base.html'	%}

{%	block	content	%}

<div	class="container">

		<div	class="article">

				<div	class="article-info">

						<p	class="pull-right"	title="发表日期"><span	class="glyphic

on	glyphicon-calendar"	aria-hidden="true"></span>{{	object.creat

ed|date:"Y/n/j	G:i"	}}</p>

						<p	class="pull-right	author"	title="作者"><span	class="glyp

hicon	glyphicon-pencil"	aria-hidden="true"></span>{{	object.auth

or	}}</p>

						<p	title="阅读次数"><span	class="glyphicon	glyphicon-eye-op

en"	aria-hidden="true"></span>&times;{{	object.views	}}</p>

				</div>

				<div	class="article-tags">

						<span	class="label	label-primary"><span	class="glyphicon	g

lyphicon-tags"	aria-hidden="true"></span>	文章标签：</span>

						{%	for	tag	in	object.tags	%}

						<span	class="label	label-info"><span	class="glyphicon	glyp

hicon-tag"	aria-hidden="true"></span>	{{	tag	}}</span>

						{%	endfor	%}

				</div>

				<div	class="article-content">

						{%	autoescape	off	%}

						{{	object.content_html	}}

						{%	endautoescape	%}

						<p	class="updated">----------	全文完（最近更新于	{{	object.up

dated|date:"Y/n/j	G:i"	}}）	----------</p>

				</div>

		</div>

</div>

{%	endblock	%}

4.	浏览器访问

还记得，咱们发布的第一篇文章吗（ 	test.html	）？现在已经可以访问啦。

输入地址：http://192.168.1.221:8000**/blog/article/t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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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图：

样式什么的，咱在后续章节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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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文章

在文章发布过程中/之后，难免需要继续/重新编辑。

1.	urls.py
编辑	 	blog/urls.py		，添加编辑文章链接。

添加这一句：

url(r'^article/(?P<title>\w+\.?\w+)/edit$',	ArticleEditView.as_v

iew(),	name='article_edit'),

添加之后	 	urls.py		文件内容如下：

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url

from	views	import	ArticlePublishView,	ArticleDetailView,	Article

EditView

urlpatterns	=	[

				url(r'^$',	'blog.views.blog_index',	name='blog_index'),

				url(r'^article/publish$',	ArticlePublishView.as_view(),	name=

'article_publish'),

				url(r'^article/(?P<title>\w+\.?\w+)$',	ArticleDetailView.as_

view(),	name='article_detail'),

				url(r'^article/(?P<title>\w+\.?\w+)/edit$',	ArticleEditView.

as_view(),	name='article_edit'),

]

可以看到，访问文章的	url	也被修改了。之前的	\S+	匹配不是说不行，只是如若编

辑文章的链接如下的话：

url(r'^article/(?P<title>\S+)/edit$',	ArticleEditView.as_view(),

	name='article_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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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url	匹配会被

url(r'^article/(?P<title>\S+)$',	ArticleDetailView.as_view(),	na

me='article_detail'),

先匹配到，所以才做出了上面的修改。

	\w+\.?\w+		解释：

	\w+		是匹配单词字符（ 	[	A-Za-z0-9_	]	）一个或多个；

	\.?		匹配	 	.		一个或零个（目的是为了不管有没有	 	.html		都可以匹配）。

2.	views.py

添加	 	ArticleEditView		类，继承	 	FormView		视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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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jango.core.urlresolvers	import	reverse

class	ArticleEditView(FormView):

				template_name	=	'article_publish.html'

				form_class	=	ArticlePublishForm

				article	=	None

				def	get_initial(self,	**kwargs):

								title	=	self.kwargs.get('title')

								try:

												self.article	=	Article.objects.get(title=title)

												initial	=	{

																'title':	title,

																'content':	self.article.content_md,

																'tags':	self.article.tags,

												}

												return	initial

								except	Article.DoesNotExist:

												raise	Http404("Article	does	not	exist")

				def	form_valid(self,	form):

								form.save(self.request,	self.article)

								return	super(ArticleEditView,	self).form_valid(form)

				def	get_success_url(self):

								title	=	self.request.POST.get('title')

								success_url	=	reverse('article_detail',	args=(title,))

								return	success_url

解释/注意几点：

1.	 可以看到表单还是使用的是发布文章表单	 	ArticlePublishForm	
2.	 get_initial	函数为	 	FormView		类自带函数，用来初始	form	表单的值

3.	 get_success_url	函数也为	 	FormView		类自带函数，	用来返回当表单成功保

存后的跳转页面链接

4.	 	form.save		函数添加了一个参数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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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orms.py

class	ArticlePublishForm(forms.Form):

				title	=	forms.CharField(

								label=u'文章标题',

								max_length=50,

								widget=forms.TextInput(attrs={'class':	'',	'placeholder'

:	u'文章标题，记得在标题末尾添加".html"'}),

								)

				content	=	forms.CharField(

								label=u'内容',

								min_length=10,

								widget=forms.Textarea(),

								)

				tags	=	forms.CharField(

								label=u'标签',

								max_length=30,

								widget=forms.TextInput(attrs={'class':	'',	'placeholder'

:	u'文章标签，以空格进行分割'}),

								)

				def	save(self,	username,	article=None):

								cd	=	self.cleaned_data

								title	=	cd['title']

								title_zh	=	title

								now	=	datetime.datetime.now()

								content_md	=	cd['content']

								content_html	=	markdown.markdown(cd['content'])

								re_title	=	'<h\d>(.+)</h\d>'

								data	=	content_html.split('\n')

								for	line	in	data:

												title_info	=	re.findall(re_title,	line)

												if	title_info:

																title_zh	=	title_info[0]

																break

								url	=	'/article/%s'	%	(title)

								tags	=	cd['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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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article:

												article.url	=	url

												article.title	=	title

												article.title_zh	=	title_zh

												article.content_md	=	content_md

												article.content_html	=	content_html

												article.tags	=	tags

												article.updated	=	now

								else:

												article	=	Article(

																url=url,

																title=title,

																title_zh=title_zh,

																author=username,

																content_md=content_md,

																content_html=content_html,

																tags=tags,

																views=0,

																created=now,

																updated=now)

								article.save()

基本上在原来的基础上没有大的改动，就是在	 	save		函数中添加了一个参数

	article	，想必直接看代码就能够理解了。

4.	查看效果

在浏览器中直接输入：http://192.168.1.221:8000**/blog/article/test.html/edit**

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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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后发布，直接跳转到文章显示页面。

注：链接地址（也就是文章	 	title	）不要频繁更改，如果此篇文章已被	google
等收录，则最好就不要再修改了。

5.	后续

1.	 可在文章页面中添加编辑文章的按钮，此在后续章节具体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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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布/编辑文章添加权限控制

之前在介绍发布和编辑文章时，你应该发现了，不管有没有登录，都可以进行发布

和编辑文章，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里所说的权限控制就是，简单的设置成只有管理员才能进行发布和编辑文章。

分两步：

1.	在页面端对于非管理员用户隐藏发布/编辑文章按钮
（链接）

以发布文章为例：

{%	if	user.is_staff	%}

				<a	class="btn	btn-primary"	href="{%	url	'article_publish'	%}"

	role="button">发布新文章</a>

{%	endif	%}

2.	在	views.py	中添加

from	django.contrib.admin.views.decorators	import	staff_member_r

equired

class	AdminRequiredMixin(object):

				@classmethod

				def	as_view(cls,	**initkwargs):

								view	=	super(AdminRequiredMixin,	cls).as_view(**initkwar

gs)

								return	staff_member_required(view)

然后让	 	ArticlePublishView		和	 	ArticleEditView		类继承

	AdminRequiredMixin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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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然后你可以测测

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发布文章的链接地

址：http://192.168.1.221:8000**/blog/article/publish**

若不是管理员用户，则会直接跳转到管理员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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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文件

此篇文章将要介绍在开发环境中静态文件的管理与访问。

（与开发环境对应的就是生产环境，在生产环境中静态文件一般使用	web	服务器

	Apache		或	 	Nginx		来管理，生产环境的部署在后续章节进行讲述。）

settings.py

STATIC_URL	=	'/static/'

STATICFILES_DIRS	=	(

					os.path.join(BASE_DIR,	"static"),

)

第一句在	 	settings.py		中默认是存在的，加上后三句是因为咱打算将	 	static	
目录放在与	 	manage.py		同一目录下。

1.	 在	 	manage.py		目录下新建	 	static		目录

2.	 在	 	static		目录中新建	 	img	、 	css	、 	js		目录

3.	 拷贝一个图像文件到	 	img		目录，比如	 	logo.png	

模板中使用

{%	load	staticfiles	%}

<img	src="{%	static	'img/logo.png'	%}">

模板中使用必须要加上	 	{%	load	staticfiles	%}		之后，方可使用	 	{%	static
'path'	%}		来引用静态文件。

可在博客首页进行测试。

添加	blog.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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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static/css/		目录中新建	 	blog.css		文件，作为整个博客系统自定义的布局

文件。

编辑	 	blog/templates/blog_base.html		文件：

文件最开始处添加：

{%	load	staticfiles	%}

在	 	<head>		标签中添加：

<link	rel="stylesheet"	href="{%	static	'css/blog.css'	%}">

完成上述两步，就成功的引用好了此	 	blog.css		文件，接下来就是在

	blog.css		文件中添加你的	 	css		代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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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系统

此篇章节来讲讲	django	自带的用户验证系统。讲述的主要包括	登录、注销、重置

密码等。

注：此篇章节是在你需要为自己的博客程序创建一个用户注册/登录系统时才必须，

否则可略过。

创建管理员用户

$	python	manage.py	createsuperuser

然后根据提示输入管理员用户名、邮箱和密码即可。

登录管理后台

此管理后台是	django	自带的。这里不进行讲述其深入的用法，仅用来测试了解一

下管理后台。

http://192.168.1.221:8000**/admin/**	（ip	和端口号自行替换）

接着，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进入站点管理页面，其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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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登录

进入	django	管理后台时，也有一个登录页面，但是那是管理员用户用来登录到管

理后台的，而不是普通用户的登录页面。

咱们要讲述的是	django	自带的用户登录的使用：

使用	django	自带的用户身份验证视图

很简单，只需要在	 	mysite/mysite/urls.py		中添加：

url('^',	include('django.contrib.auth.urls'))

或者，你也可以改成：

url(r'^accounts/',	include('django.contrib.auth.urls'))

它包含了如下的这些	url：

^login/$	[name='login']

^logout/$	[name='logout']

^password_change/$	[name='password_change']

^password_change/done/$	[name='password_change_done']

^password_reset/$	[name='password_reset']

^password_reset/done/$	[name='password_reset_done']

^reset/(?P<uidb64>[0-9A-Za-z_\-]+)/(?P<token>[0-9A-Za-z]{1,13}-[

0-9A-Za-z]{1,20})/$	[name='password_reset_confirm']

^reset/done/$	[name='password_reset_complete']

咱，先来实现	login， 	login		默认的模板是	 	registration/login.html	，此模

板需要自己手动去创建，其官网有一个例子，直接拿过来使用即可。

首先在	 	blog/templates/		目录下创建	 	registration/		目录，然后在

	blog/templates/registration/		目录创建	 	login.html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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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nds	"blog_base.html"	%}

{%	block	content	%}

{%	if	form.errors	%}

<p>Your	username	and	password	didn't	match.	Please	try	again.</p>

{%	endif	%}

{%	if	next	%}

				{%	if	user.is_authenticated	%}

				<p>Your	account	doesn't	have	access	to	this	page.	To	proceed

,

				please	login	with	an	account	that	has	access.</p>

				{%	else	%}

				<p>Please	login	to	see	this	page.</p>

				{%	endif	%}

{%	endif	%}

<form	method="post"	action="{%	url	'django.contrib.auth.views.lo

gin'	%}">

{%	csrf_token	%}

<table>

<tr>

				<td>{{	form.username.label_tag	}}</td>

				<td>{{	form.username	}}</td>

</tr>

<tr>

				<td>{{	form.password.label_tag	}}</td>

				<td>{{	form.password	}}</td>

</tr>

</table>

<input	type="submit"	value="login"	/>

<input	type="hidden"	name="next"	value="{{	next	}}"	/>

</form>

{#	Assumes	you	setup	the	password_reset	view	in	your	URLconf	#}

<p><a	href="{%	url	'password_reset'	%}">Lost	password?</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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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block	%}

讲解：

1.	 	{%	if	user.is_authenticated	%}	， 	is_authenticated		是	 	user		对
象自带的方法，用来检测用户是否登录。

2.	 	{%	url	'password_reset'	%}	，密码重置链接。点击进入密码重置页面。

访问查看效果

http://192.168.1.221:8000**/login/**

如果你在	 	url		中加入了	 	accounts	，那么就访

问：http://192.168.1.221:8000**/accounts/login/**

效果图：

布局可先不管，或者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布局，或者可看我这个博客的登录页面，

或者到时候参考我给的示例	css	文件。

设置登录成功后的跳转页面

在登录成功后，默认的跳转页面是	 	/accounts/profile/	；可在	 	settings.py	
文件中修改，比如添加：

LOGIN_REDIRECT_URL	=	'/blog/'

这样，在登录成功后，会跳转到博客首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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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登录--添加样式

此篇继上篇，主要讲述为登录页面添加样式。

1.	了解一下	bootstrap	中	form	表单

在	bootstrap	的	form	表单样式中，其	 	<input>		标签的	 	class		均为	 	form-
control	，而在模板中我们使用

{{	form.username	}}

输出的是：

<input	type="text"	name="username"	maxlength="254"	id="id_userna

me">

可以看到其内并不包含	 	class	，那该怎么添加	 	class		呢？

我来说说我理解的两种方法：

1.	 继承	AuthenticationForm	类（此类是默认的登录页面使用的表单类），重新定

义	 	username		和	 	password	。在定义	 	form	filed		的时候通过	 	widget	
	attr		来添加其	 	class	

2.	 想其它方法在默认表单的	 	filed		中添加	 	class	

下面只讲述方法	2

2.	为	form	filed	添加	css	class
通过网上搜索和自己想的，初步可确定有三种方法：

1.	 自定义	 	filter	，参考：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5827590/css-
styling-in-django-forms

2.	 安装	 	django-widget-tweaks		来解决，参

考：http://treyhunner.com/2014/09/adding-css-classes-to-django-form-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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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页面加载时使用	 	js		来添加	 	class		（未验证，想来应该可以）

下面只讲述方法	1

3.	自定义	filter

在	 	mysite/blog/		目录下新建	 	templatetags/		目录，并在

	mysite/blog/templatetags/		目录下新建	 	myfilters.py		文件（和

	__init__.py		文件，不要忘了此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usr/bin/env	python

#	coding=utf-8

from	django	import	template

register	=	template.Library()

@register.filter(name='add_class')

def	add_class(value,	arg):

				return	value.as_widget(attrs={'class':	arg})

4.	在模板中使用自定义的	filter
在模板	 	registration/login.html		开始处添加：

{%	load	myfilters	%}

然后使用：

{{	form.username|add_class:"form-control"	}}

5.	查看效果

登录页面的样式已全部修改，代码已经上传至	github。

效果图如下（和此博客登录页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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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账号登录

此篇文章讲讲登录时常见到的第三方账号登录，比如国内的	 	QQ	， 	微博	等；国外

的	 	Gmail	， 	Facebook		等。

如今我们所见的第三方登录大部分都是使用的是	 	Oauth		方式，现今基本上使用的

都是	 	Oauth2.0	

此篇文章，我将以	 	Github		为例，讲述	 	Oauth		接入的流程。

1.	Oauth2.0	的基本流程

以下这六步摘自阮一峰的相关博文

1.	 用户打开客户端以后，客户端要求用户给予授权。

2.	 用户同意给予客户端授权。

3.	 客户端使用上一步获得的授权，向认证服务器申请令牌。

4.	 认证服务器对客户端进行认证以后，确认无误，同意发放令牌。

5.	 客户端使用令牌，向资源服务器申请获取资源。

6.	 资源服务器确认令牌无误，同意向客户端开放资源。

说说我对上述六步的理解：

1.	 就是点击第三方登录的按钮，发送请求。比如登录页面上的第三方图标	
2.	 用户输入了第三方的登录名和密码

3.	 在第	2	步的时候，第三方会返回	 	code	，此步就是通过这个	 	code		去获取

	access	token	

4.	 第三方确认无误，返回	 	access	token	
5.	 根据获取的	 	access	token		去获取用户的基本信息

6.	 第三方确认无误，返回用户信息

2.	具体实例（以	Github	为例）

在	Github	中有	Oauth2.0	接入的详细流程，以下是我实现的方式，供以参考：

1.	先于	Github	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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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后获得	 	Client	ID		和	 	Client	Secret	

2.	在页面添加接入第三方的入口

一般是在登录页面添加，有时候在注册页面也有。

此入口的	 	url		根据各个第三方来确定，比如	 	github		中的就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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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ient_id		是必须的参数

2.	 	redirect_uri		简单的说就是在验证后，第三方数据发送到你网站上的地址

（我是单独新建了一个	 	oauth		的	 	app	，专门用来	 	oauth		的登录）

3.	 	state		参数本来是用来作为一个安全机制（防止	 	csrf		攻击的），我只是

用来了作为验证后的重定向	 	url		~~	（你们不要学我）

3.	代码实现

a.	新建	 	oauth	app	

python	manage.py	startapp	oauth

b.	添加	 	url	

编辑	 	oauth/urls.py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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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jango.conf.urls	import	url

from	views	import	GithubOauthView

urlpatterns	=	[

				url(r'^github$',	GithubOauthView.as_view(),	name='github_oau

th'),

]

c.	添加	 	view	，实现	 	GithubOauthView		视图类

编辑	 	oauth/views.py		文件：

import	urllib

import	urllib2

import	json

from	django.conf	import	settings

from	django.contrib.auth.models	import	User

from	django.views.generic.base	import	RedirectView

from	django.contrib.auth	import	authenticate,	login

GITHUB_CLIENTID	=	settings.GITHUB_CLIENTID

GITHUB_CLIENTSECRET	=	settings.GITHUB_CLIENTSECRET

GITHUB_CALLBACK	=	settings.GITHUB_CALLBACK

class	GithubOauthView(RedirectView):

				permanent	=	False

				url	=	None

				def	get_access_token(self):

								code	=	self.request.GET.get('code')

								url	=	'https://github.com/login/oauth/access_token'

								data	=	{

												'grant_type':	'authorization_code',

												'client_id':	GITHUB_CLIENTID,

												'client_secret':	GITHUB_CLIENTSECRET,

												'cod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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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irect_uri':	GITHUB_CALLBACK,

								}

								data	=	urllib.urlencode(data)

								req	=	urllib2.Request(url,	data,	headers={'Accept':	'app

lication/json'})

								response	=	urllib2.urlopen(req)

								result	=	response.read()

								result	=	json.loads(result)

								return	result

				def	get_user_info(self,	access_token):

								url	=	'https://api.github.com/user?access_token=%s'	%	(a

ccess_token)

								response	=	urllib2.urlopen(url)

								html	=	response.read()

								data	=	json.loads(html)

								username	=	data['login']	+	'(github_oauth)'

								email	=	'oauth@oauth.com'

								password	=	'********'

								try:

												user	=	User.objects.get(username=username)

								except:

												user	=	User.objects.create_user(username,	email,	pas

sword)

												user.save()

								user	=	authenticate(username=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

)

								login(self.request,	user)

				def	get_redirect_url(self,	*args,	**kwargs):

								self.url	=	self.request.GET.get('state')

								try:

												access_token_info	=	self.get_access_token()

												access_token	=	access_token_info['access_token']

												self.get_user_info(access_token)

								except:

												pass

								return	super(GithubOauthView,	self).get_redirect_url(*ar

gs,	**kwar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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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一下：

1.	 从上述可以看到，我仅仅只是使用了用户名，然后定义了其邮箱和密码，直接

登录了。（很简单的使用）

2.	 可对照着	github	上的文档	来看这个代码。

3.	 可以看到我将申请获得	 	Client	ID		和	 	Client	Secret		都存在了

	settings.py		中。

GITHUB_AUTHORIZE_URL	=	'https://github.com/login/oauth/authorize'

GITHUB_CLIENTID	=	'4bd219ba99f0c174c5ae'		##这个数据是真的，只是打乱

了顺序~~~

GITHUB_CLIENTSECRET	=	'6f43f03d35f91944f6643055c33e7be7d68b92d9'

		##同上

GITHUB_CALLBACK	=	'http://10ns.top/oauth/github'

一般在获取到用户的数据之后，可

1.	 绑定在已有的用户上

2.	 让用户完善信息，就是添加邮箱密码等信息后再登录

3.	 像我这样懒的，直接登录

代码就不上传到	 	github		了，因为放在	 	xblog		上时，不能进行测试~~

3.	最后说说此网站上的实现

现在网站上的代码就是使用的上述示例，我只是简单的用来获取用户的用户名，其

它的均未使用。

	QQ		和 	微博	代码格式均与	 	Github		一样，仅仅有些细节不同，具体参照其各自

的官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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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注册

较之用户登录的不同，注册功能， 	django		中并不自带相应的	 	url		和	 	view	
等。所以咱们需要从头开始写。

1.	urls.py
编辑	 	mysite/urls.py		文件，添加：

url(r'^register/$',	RegisterView.as_view(),	name='register'),

2.	views.py
编辑	 	mysite/views.py		文件（初始在	 	mysite		目录是没有	 	views.py		文件

的，首次需要自己手动创建），添加	 	RegisterView		类实现：

from	django.core.urlresolvers	import	reverse_lazy

from	django.views.generic.edit	import	FormView

from	django.contrib.auth	import	authenticate,	login

from	forms	import	RegisterForm

class	RegisterView(FormView):

				template_name	=	'register.html'

				form_class	=	RegisterForm

				success_url	=	reverse_lazy('blog_index')

				def	form_valid(self,	form):

								form.save()

								username	=	form.cleaned_data.get('username')

								password	=	form.cleaned_data.get('password')

								user	=	authenticate(username=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

)

								login(self.request,	user)

								return	super(RegisterView,	self).form_valid(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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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一下：

1.	 在	 	form.save()		执行完成后，新用户已经存入数据库了，后面的	 	login	
即为用户登录，参考	django	中的示例

3.	forms.py

编辑	 	mysite/forms.py		文件（首次也需要自己手动创建），添加

	RegisterForm		实现：

#!/usr/bin/env	python

#	coding=utf-8

from	django.contrib.auth.models	import	User

from	django	import	forms

class	RegisterForm(forms.Form):

				username	=	forms.CharField(

								label=u'昵称',

								help_text=u'昵称可用于登录，不能包含空格和@字符。',

								max_length=20,

								initial='',

								widget=forms.TextInput(attrs={'class':	'form-control'}),

								)

				email	=	forms.EmailField(

								label=u'邮箱',

								help_text=u'邮箱可用于登录，最重要的是需要邮箱来找回密码，所以请

输入您的可用邮箱。',

								max_length=50,

								initial='',

								widget=forms.TextInput(attrs={'class':	'form-control'}),

								)

				password	=	forms.CharField(

								label=u'密码',

								help_text=u'密码只有长度要求，长度为	6	~	18	。',

								min_length=6,

								max_length=18,

								widget=forms.PasswordInput(attrs={'class':	'form-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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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nfirm_password	=	forms.CharField(

								label=u'确认密码',

								min_length=6,

								max_length=18,

								widget=forms.PasswordInput(attrs={'class':	'form-control'

}),

								)

				def	clean_username(self):

								username	=	self.cleaned_data['username']

								if	'	'	in	username	or	'@'	in	username:

												raise	forms.ValidationError(u'昵称中不能包含空格和@字符'

)

								res	=	User.objects.filter(username=username)

								if	len(res)	!=	0:

												raise	forms.ValidationError(u'此昵称已经注册，请重新输入'

)

								return	username

				def	clean_email(self):

								email	=	self.cleaned_data['email']

								res	=	User.objects.filter(email=email)

								if	len(res)	!=	0:

												raise	forms.ValidationError(u'此邮箱已经注册，请重新输入'

)

								return	email

				def	clean(self):

								cleaned_data	=	super(RegisterForm,	self).clean()

								password	=	cleaned_data.get('password')

								confirm_password	=	cleaned_data.get('confirm_password')

								if	password	and	confirm_password:

												if	password	!=	confirm_password:

																raise	forms.ValidationError(u'两次密码输入不一致，请

重新输入')

				def	sav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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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name	=	self.cleaned_data['username']

								email	=	self.cleaned_data['email']

								password	=	self.cleaned_data['password']

								user	=	User.objects.create_user(username,	email,	passwor

d)

								user.save()

说一下	clean，clean	是用来进行验证输入的。

1.	 	clean_field	，此函数是用来验证单个	 	field	，验证无误后必须返回此

	field	

2.	 	clean	，此函数用来同时验证多个	 	field	，不需要返回

4.	templates

最后一步来添加模板，因注册和登录是独立与博客之外（我认为注册登录应该属于

整个站点）。所以我们将模板放在项目根目录下，即	 	manage.py		文件所在目

录。

在	 	manage.py		文件所在目录添加	 	templates/		目录，然后在	 	templates/		下
新建	 	register.html		文件：

{%	extends	'blog_base.html'	%}

{%	block	content	%}

<div	class="container">

		{%	if	form.non_field_errors	%}

		<div	class="messages">

				<div	class="alert	alert-warning	alert-dismissible"	role="ale

rt">

						<button	type="button"	class="close"	data-dismiss="alert"	a

ria-label="Close"><span	aria-hidden="true">&times;</span></button

>

						{{	form.non_field_errors	}}

				</div>

		</div>

		{%	endif	%}

		<div	class="register	center-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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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class="panel	panel-default">

						<div	class="panel-heading">

								<h3	class="panel-title"><strong>注册</strong></h3>

						</div>

						<div	class="panel-body">

								<form	action=""	method="post">{%	csrf_token	%}

										<div	class="form-group	{%	if	form.username.errors	%}	h

as-error	{%	endif	%}">

												<label	for="">{{	form.username.label	}}</label>

												{%	if	form.username.errors	%}

												<span	class="text-danger	pull-right">{{	form.usernam

e.errors	}}</span>

												{%	endif	%}

												{{	form.username	}}

												<p	class="text-muted">{{	form.username.help_text	}}</

p>

										</div>

										<div	class="form-group	{%	if	form.email.errors	%}	has-

error	{%	endif	%}">

												<label	for="">{{	form.email.label	}}</label>

												{%	if	form.email.errors	%}

												<span	class="text-danger	pull-right">{{	form.email.e

rrors	}}</span>

												{%	endif	%}

												{{	form.email	}}

												<p	class="text-muted">{{	form.email.help_text	}}</p>

										</div>

										<div	class="form-group	{%	if	form.password.errors	%}	h

as-error	{%	endif	%}">

												<label	for="">{{	form.password.label	}}</label>

												{%	if	form.password.errors	%}

												<span	class="text-danger	pull-right">{{	form.passwor

d.errors	}}</span>

												{%	endif	%}

												{{	form.password	}}

												<p	class="text-muted">{{	form.password.help_text	}}</

p>

										</div>

										<div	class="form-group	{%	if	form.confirm_password.err

ors	%}	has-error	{%	endi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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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	for="">{{	form.confirm_password.label	}}</lab

el>

												{%	if	form.confirm_password.errors	%}

												<span	class="text-danger	pull-right">{{	form.confirm

_password.errors	}}</span>

												{%	endif	%}

												{{	form.confirm_password	}}

										</div>

										<button	type="submit"	class="btn	btn-default">注	册</bu

tton>

								</form>

						</div>

				</div>

		</div>

</div>

{%	endblock	%}

注：要使此	 	templates/		目录能够被	 	django		搜索识别，还需要在

	settings.py		中进行设置：

TEMPLATES	=	[

				{

								#...

								'DIRS':	[os.path.join(BASE_DIR,'templates')],

								#...

				}

]

（同时我们将登录模板，位于	 	blog/templates/		目录下的	 	registration/		文
件夹移动到	 	templates/		目录）

5.	查看效果

http://192.168.1.221:8000**/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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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地图

此篇来讲讲如何生成博客的站点地图。

django	自带了一个网站地图框

架：https://docs.djangoproject.com/en/1.8/ref/contrib/sitemaps/

接下来就是介绍其用法了（其中最简单的一种）。

1.	安装	sitemap	app

编辑	 	settings.py		文件，在	 	INSTALLED_APPS		中添加

	'django.contrib.sitemaps',	

	TEMPLATES		中必须有如下两项（默认已经包含，若你没有修改

	TEMPLATES	，则不必理会此条）

TEMPLATES	=	[

				{

								'BACKEND':	'django.template.backends.django.DjangoTempla

tes',

								'APP_DIRS':	True,

				},

]

2.	添加链接地址（urls.py）
编辑	 	blog/urls.py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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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jango.contrib.sitemaps.views	import	sitemap

from	views	import	BlogSitemap

urlpatterns	=	[

				#sitemap

				url(r'^sitemap\.xml$',	sitemap,	{'sitemaps':	{'blog':	BlogSi

temap}},name='django.contrib.sitemaps.views.sitemap')

]

3.	实现视图类（views.py）
编辑	 	blog/views.py	，添加	 	BlogSitemap		类：

from	django.contrib.sitemaps	import	Sitemap

class	BlogSitemap(Sitemap):

				changefreq	=	"daily"

				priority	=	0.5

				def	items(self):

								return	Article.objects.all()

				def	lastmod(self,	obj):

								return	obj.updated

				def	location(self,	obj):

								return	obj.url

4.	访问	sitemap.xml
访问：http://192.168.1.221:8000**/blog/sitemap.xml**

可点击查看本博客的	 	sitemap.xml	：http://10ns.top/blog/sitemap.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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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高亮

一般如果你网站的后台程序是	 	python		的时候，我都会推荐你使用	Pygments	进
行代码高亮。

1.	安装	Pygments

pip	install	Pygments

2.	下载	css	文件

去	github	下载	css	文件（我使用的是	 	emacs.css	）放入	 	static/css		目录；

然后在	 	<head>		标签中引用它，比如：

<link	rel="stylesheet"	href="{%	static	'css/emacs.css'	%}">

3.	markdown	解析

添加	 	'markdown.extensions.codehilite'	

html	=	markdown.markdown(md,	extensions=['markdown.extensions.ex

tra',	'markdown.extensions.codehilite'])

4.	贴一段	python	代码，看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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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bin/python

#	-*-	coding:	utf-8	-*-

'''

费波那契数列

费波那契数列由0和1开始，之后的费波那契系数就由之前的两数相加。

'''

def	fibonacci(n):

				x,y	=	0,1

				while	n	>	0:

								yield	x

								x,y,n	=	y,x+y,n-1

for	fib	in	fibonacci(13):

				print	fib,

5.	另一个简单的方案

使用	highlight.js，这个用法也很简单，这里就不介绍了（个人感觉是高亮效果不如

	Pyg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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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网站图标和网页标题

网站图标和每个网页上的标题对于网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里为不清楚的人作

一个介绍：

1.	添加网站图标

在	 	<head>		标签中添加：

<link	rel="icon"	href="{%	static	'img/logo.png'	%}"	type="image/

x-icon">

<link	rel="shortcut	icon"	href="{%	static	'img/logo.png'	%}"	type

="image/x-icon">

这样，刷新页面后就可以看到刚刚设置的图标了。

2.	为每个页面添加标题

每个页面的标题都需要咱们自己去定，但是对于文章来说，可使用其中文标题来设

置成其页面标题。

标题的形式是这样的，也在	 	<head>		标签中：

<title>titlename</title>

具体实现：

1.	在		<head>		标签中添加：

{%	block	title	%}{%	endblock	%}

2.	在文章模板		blog/templates/article_detail.html		中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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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ock	title	%}

<title>{{	object.title_zh	}}	|	xblog</title>

{%	endblock	%}

其它不能以变量作为标题的页面只能自己手动自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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