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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移动派报告 No.2  hi,手机   

  手机生活，由我主宰。移动派报告，继续我们上次的手机之旅 

8  Google App Engine  

   Google的这个新东西是什么？咱们来看看。 

    Run  your  web  applications  on  

    Google's infrastructure！                   

12 一起来围观Photoshop CS4  

     中各种实用的新功能(II) 

  itsuhane在几天前一个不冷静，在自  

       己的电脑上安装了Photoshop CS4… 

15 HELLO，ANDROID(I)  

   Android是Google 与其他 33 家手机制造商等所联合组成的开放手持装

   置联盟 (Open Handset Alliance)发布的开放手机软硬件平台...看起 来又

   是一个神秘的东西，来逛逛呵。 

 

20 关于神经网络的8g  

     这篇文章不是给丏业人士看的技术指南，你们不会看到任何公式，戒者需 

        要计算机基础才能明白的结论。但是，当你读完这篇文章，你会理解神经 

        网络是如何工作的。 

技术篇 



About MSTC 

24  在玉米地的日子里  

       太平洋的另一边，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留学的生活是怎样的呢？Roxxane带你体验 

         留学生活    

27  boiside的实习报告 

    从小P孩到破程序员的心路历程      

     虽然只是实习，但其中依然有工作的味 

          道。看看“丏业”的程序员的职场生活吧  

30  About 研究生 

   传说中的研究生生活让本科的很多童鞋向往，其实研究生的生活也有一 

         些“不为人知”的内幕，需要置身其中方能知晓… 

 

 

31 小课堂的今生前世   

  小课堂是MSTC历年来的传统活动，我们 

      就跟随pluskid来看看这个活动的前身和现 

      在吧。                                             

35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微软与你同行之浙江大学首戓告捷 

 

生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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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江湖纷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年末，各个门派都大量发布新品，争取来年能俘获更多fans。有这么些比

较old的消息：凭借精彩的市场演绎，RIM(出黑莓的那个家伙)荣登2009年度增长最快的#$%@&^公司；

Google终于按捺不住了，完全自主打造了一款Android手机 Nexus One(怎么看外观都觉得是完完全全HTC

的某款机子)，并且在圣诞节的时候还给每个员工发了一部。 

话说回来，手机也就是个硬件+软件的玩意儿。hi，手

机，我要从宏观上看看你的身段。 

最外面的壳  

人靠衣装，手机也不例外。消费者看上一款手机，

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外观。例如，某些非著名人

士，对金色的，镶钻的，佛祖开光的很是热忱。当

然，现在要说的主要是将手机外壳的材质。目前市

面上流行的外壳材质主要有两类，通俗点讲就是：

塑料和合金。 

塑 料壳可了不得，至少80%以上的手机应该都是使用的塑料外壳。为啥这么多厂商青睐塑料壳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便宜，这样才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啊。除此之外，塑料比较轻便，可以弄出各种

神奇的造型，用来作为手机外壳材料再合适不过了。塑料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扔到地上以后就能明显看出

了，能裂的都裂了，而且相对于现在大部分的山寨式喷漆工艺，塑料上的掉漆很严重。幸好塑料比较便

宜，想换就换。 

合 金壳多是在高端手机上应用，像是Nokia E Series，Sony Ericsson X Series，绝大部分的iPhone等

等。合金壳的手感好，看起来也要比塑料壳更加庄重。自然，带合金壳手机的价格也要高很多。

No.2  hi,手机 
 

移动派报告 

by Stingrey 

不过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实惠 ，只要998，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8！！！  

移动派报告—No.2  hi，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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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壳的抗击打性要比塑料好，但是，一旦壳上带了划痕那就心疼了，换壳可

是嗷嗷的费米。 

除了塑料和合金的，也有碳纤维的壳，处于非主流态。 

谈到了外壳的材料，也顺带提一下壳上的两种喷漆工艺：钢琴漆，如其名，朝上

哈一口就能华丽丽的当镜子用，然而，钢琴漆有另外一个“好处”，指纹收集器，

随便碰一下，无数指纹就留在上面的了，心疼？磨砂漆，手握上去的感觉挺舒服

的，虽然看起来黯淡无光，绝没有钢琴漆华丽，但是就是瞅准一词：老实耐用。 

键盘 

在手机没有开机之前，先是掂量外壳，接着该是捏捏键盘了。键盘大有讲究，

日常应用中，碰得最多就是键盘了。在排除各种不可抗力的情况下，一个手机

要用上几年，没有好用的键盘怎么对的起自己手指？ 

没 有键盘：没有蛀牙，哦，是的，没有键盘。对于这种手机，必然是一

个大大的触摸屏幕，输入完全靠手指在屏幕上点点这点点那，如果没

有好的输入法，感觉手指是在受罪。不过，这貌似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没有键

盘却 腾出 了 空间 给更 大 的屏幕，屏 幕控 有福了。现在，iPhone，大 部分 的

Android，将来大部分的Window Mobile都将往全触屏发展。 

全 键盘，如今大部分的智能商务手机的标准键盘配臵。主流的是QWERT

键盘，中文叫做梅花键盘，26个字母的布局和PC的布局是完全一样

的，QWERT正是取自键盘第一行左边5个字母。配合每个厂商自己定义的功能

键，输入可以说是种享受(特别是英文，因此黑莓pushmail爱死全键盘了)，双

手可以同时做功了。另外还有一种非常非常非主流的全键盘布局，也是同QWERT一样源自打字机键盘，

但是将键位安排的更加合理，以提高打字效率。为什么这么好的布局不用呢，甚至大家连名字都记不起来

了？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QWERT先入为主，人们已经习惯了吧。 

普 通键盘，部分手机都是使用普通键盘，特别是Symbian系统的手机。和电话键盘的布局几乎一

样，输入某些字母或者符号需要按同一个键多次，因此效率上没有什么好讲的。然而，由于是使

用最普遍的键盘布局，手机也可以做的紧凑很多，加上各种好用的输入法也就应运而生了，在中文输入上

移动派报告—No.2  hi，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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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是不吃亏的。总之，喜欢它就用它吧。各家厂商也yy出

各种按键类型，什么条状的，点状的，还是比较推荐每个数字

键分离的，我可不认为按在点状的按键上是按摩。 

除了以上几种，还有一些其他布局的键盘，例如Sony Ericsson首

创的双字母布局，一个按键上安排两个字母，左右各一个，这是

一种全键盘和普通键盘的折中，顾及了全键盘的效率和普通键

盘的紧凑。但是感觉没啥用……再说说键盘按键的材质吧，这是

很重要的，最好的是钢琴键的材料做的，在Nokia 6230上用过，

按键很柔和，而且还没有什么声音，其余大部分是普通塑料做的，有的按起来还蹦跶蹦跶响(太可怕了)。 

屏幕 

现在该轮到屏幕了，一开机可就全指望它了。上网靠它，写短信、写email靠它，玩游戏、看电子书靠它，

屏幕应该是手机上最能拿出来比拼炫耀的单元了。 

分 辨率：各种广告上如果吹捧某款手机如何如何好，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屏幕的大小上，其实大小

一看就知道，没有必要深究，关键在屏幕的分辨率。分辨率越高，画面才越细腻，看起来才自

然，小分辨率，即使再大的屏幕那也是“zha”。江湖上一般是VGA/WVGA/QVGA/HVGE/XGA等缩写来

表示分辨率的，如下表： 

 

目前主流分辨率是HVGA和QVGA。 

材质 

屏幕材质和工业水平相关，大部分的屏幕都是TFT材质的，高端点的少数几个会用上比较省电比较薄比较

浮云的LED材质。既然全触屏快要成主流了，顺便谈谈触控屏幕的分类。触控屏的触控方式分为两类：电

阻式和电容式。电阻式出现比较早，价格比较便宜，普及率比较高，而电容式出现比较晚，价格要比电阻

QVGA 320*240 WQVGA 400*240 

HVGA 320*480 VGA 640*480 

WVGA 800*480 XGA 1024*480 

QVGA—Nokia曾经的标志 

Nokia 6230  

移动派报告—No.2  hi，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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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高很多，如iPhone和绝大部分Android手机都采用电容式。电容式虽然价格高但是有着电阻式无法比拟

的优势，一个是灵敏度高，电阻屏可是要花很大力气才能选中一个图标的，另外一个是先天上对多点触摸

的支持。当然，电阻屏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它可不会像电容屏那么矫情，拿硬物戳电阻屏是不会破坏屏幕

功能的(显然会有划痕，请勿模仿)。 

杂七杂八 

把手机外壳拆开，那么里面还剩下n多的设备： 

C PU：功能地球人都知道。主流使用的是ARM的架构，

CPU主要供货商有三星、德州仪器、摩托罗拉以及

Intel。CPU频率对移动设备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无非就是打打

电话，上上网，看看书，听听音乐，高频率还耗电，浮云罢了。 

R OM和RAM：移动设备的操作系统都是刷在ROM上

的，现在主流应该是128MB了吧。对移动设备来说比较

关键的是RAM，特别是Symbian这样吃内存的系统，没有个50+

的空闲RAM基本活动扛不下来，主流应该已经到512MB了。 

B luetooth和WiFi：蓝牙一般用来传文件，或者建立ad-

hoc，蓝牙这个东西是让人又爱又恨，少了它有时候还真

不方便，多了它偏偏要为这个专利付费。WiFi的话还是比较必要

的，比GPRS要快，有了WiFi支持可以做很多很hacker的事情。 

G PS：貌似这快成手机标配了，没有WiFi也会有GPS。国

内不是很信任这玩意，重点是不信任地图，谁知道哪天

地图就把你带到护城河或者死胡同去了。较新的版本叫做A-

GPS，Assisted GPS，结合移动服务运营商的基站和GPS提高定

位精度和速度，国内不咋好用，各个运用商都把基站信息弄的和

国家机密一般，还不如人肉定位强。 

在山寨机上广泛应用的联发科MTK解决方案 

手机上大量采用的高通CPU 

移动派报告—No.2  hi，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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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ogle App Engine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支持J2EE和python运行环境的免费主机空间和一

个*.appspot.com的二级域名。最大的优点是免费，无论是CPU时还是带宽对于普通的

小型网站都是绰绰有余的。但是GAE有很多很多的限制，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GAE

上做J2EE项目遇到的各种限制吧。 

首先最突出的就是沙盒的运行环境，所谓沙盒，就是一个独立的运行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无论执行什

么样的代码都不会对其他沙盒和整个系统造成影响。一般来说沙盒的普遍限制是不可以访问本地文

件，这对GAE也是一样的，不能写文件，但是可以读随着应用程序一起上传的文件。所有的数据都要

用数据库来存储和读取。 

 说起数据库，这是GAE让人感觉最不习惯的一个地方。GAE的数据库不是真正意义的关系数据库，

是为了配合分布式GFS而用BigTable实现的 类似数据库的东东。不是关系数据库，自然不能支持完整

的SQL和平常在关系数据库中非常自然的一些操作。GAE上对数据的访问必须用JDO(Java Data Ob-

ject)和JPA来访问，推荐使用JDO，比JPA方便不少。首先最大的限制是SQL语句只支持SELECT *和

SELECT _KEY_，即只能是select操作，而且必须select全部字段或者select主键。不支持任何的

insert、delete和update操 作。但是可以通过JDO提供的持久层操作来实现此数据的CRUD(Create, 

Retrive, Update, Delete)。使用GAE平台不需要显式的定义表的scheme，只需要直接定义Data 

Objects。具体的定义方法可以参考GAE文档，需要注意的是主键不能是int，可以用Long（注意L是大

写的）。给出一个实现了CRUD的简单DataService类： 

 

public class ArticleServiceImpl implements ArticleService  

 

                                                by hzqtc 

Google App Engine 

Google App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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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cted ArticleServiceImpl() {}  
  
 public void create(Article article)  
 {  
  PersistenceManager pm = PMF.get().getPersistenceManager(); 
  try   
  {  
   pm.makePersistent(article);  
  }  
  finally   
  {  
   pm.close();  
  }  
 }  
  
 public Article retrieve(String id)  
 {  
  PersistenceManager pm = PMF.get().getPersistenceManager();  
  try   
  {  
   Article article = pm.getObjectById(Article.class, id);  
   pm.detachCopy(article);  
   return article;  
  }  
  catch(Exception e)  
  {  
   return null;  
  }  
  finally   
  {  
   pm.close();  
  }  
 }  
 
 public void update(Article article) 
 {  
  PersistenceManager pm = PMF.get().getPersistenceManager(); 
  try   
  { 
   Article original = pm.getObjectById(Article.class, article.getId()); 
   original.setCategoryid(article.getCategoryid()); 
   original.setCategoryindex(article.getCategoryindex()); 
   original.setContent(article.getContent()); 
   original.setIndex(article.getIndex());  
   original.setPostdate(article.getPostdate()); 
   original.setTitle(article.getTitle());  
   pm.makePersistent(original); 
  }  
  finally 
  {  
   pm.close(); 
  }  
 }  
 
 public void delete(String id) 
 { 
  PersistenceManager pm = PMF.get().getPersistenceManager(); 
  try 

 

Google App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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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ticle article = pm.getObjectById(Article.class, id); 
   pm.deletePersistent(article); 
  } 
  finally 
  { 
   pm.close(); 
  } 
 } 
} 
 

逐个来分析，Create方法最简单，直接把传进来的DO交给持久层就行了。Retrive使用主键从持久层获取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还是属于持久层 管理着的，如果关闭了PersistentManager，那么这个对象也就不存在了，所以

要把这个对象detach出来。就是让其从持久层脱离出来，脱 离出来的方法就是做一个深度复制，也就是

detachCopy方法。Update方法尤其要注意，可以看到虽然传进来一个新的数据对象，但是不能直接把这 个

对象makePersistent了，否则会抛出异常。正确的操作步骤是先用新的数据对象的主键从持久层获取此对象，

然后把新对象的数据赋给刚从持久层 抓出来的旧对象，最后保存旧对象。旧的数据对象一直生存在持久层

上，新的对象的功能只是提供数据而已。Delete方法也比较简单，直接 delete Persistent就行了。 

另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是GAE数据的limit(a, b)查询是把从0到b的对象全部查出来，然后丢弃前a个，返回后

面的b-a个对象。并且，a和b的限制都是小于1000，也就是说如果用limit最多能 够到的数据是2000以内。这

样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如何对大量的数据做分页？我解决方案是给每一

个数据添加index字段来表示其在数据库中的位臵，分页 可以直接在

index上使用条件查询来获取。对于可能发生的数据增减和修改，每次都

需要维护index的连贯性，虽然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是仍然比 limit的效率

高，而且能突破2000条数据的限制。 

 

最后一个值得说说的问题是在Date类型字段上的查询，我尝试用用各种字符串的日期格式来试图在Date字

段上做条件查询，都失败了。无法可想的我 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案：使用long存储Date类型。因为Java中每一

个Date对象都可以用getTime方法返回一个唯一的long。也就是说每一 个Date值都可以和一个long值唯一对

应，并且互相转化。那么在数据中把数据按照long来存放，查询就简单多了： 

public List<Comment> listComments(int days) 
{ 
 PersistenceManager pm = PMF.get().getPersistenceManager(); 
 Date date = new Date(); 
 Calendar calendar = Calendar.getInstance(); 
 calendar.setTime(date); 
 calendar.add(Calendar.DATE, -days); 
 date = calendar.getTime(); 

Google App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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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y query = pm.newQuery(Comment.class); 
 query.setFilter(String.format("postdate >= %s", date.getTime())); 
 query.setOrdering("postdate desc"); 
 try 
 { 
  List<Comment> comments = (List<Comment>)query.execute(); 
  pm.detachCopyAll(comments); 
  return comments; 
 }  
 finally 
 { 
  query.closeAll(); 
  pm.close(); 
 } 
} 
 

上面的例子是查找最近几天内的评论的一个数据库查询操作，注意setFilter方法和detachCopyAll方法。 

 

对于Date类型，还有一点要提，GAE上的时间是美国时间，我们是中国

时间，又有一个时区转换的问题存在。我的解决方案是全部的Date的数

据存储、逻辑操作都按照GAE上的默认时区来，只在输出Date为字符串

的时候做转换： 

public String getLocalDateTimeStr(Date date) 
{ 
 DateFormat dateFormat = new SimpleDateFormat("yyyy-MM-dd HH:mm:ss"); 
 dateFormat.setTimeZone(TimeZone.getTimeZone("GMT+8")); 
 // all date object is display in GMT+8 time zone return dateFormat.format(date); 
} 
 

以上是我在GAE上做这个博客的一些经验，在这里分享一下。难免有错，欢迎指正。 

 

Google App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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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篇话题） 

上篇话题中，我们遗留了一幅Content-Aware Scale下的效果图，下面图(d)便是按照图(c)设臵保护区域后

进行CAS得到的结果。 

by itsuhane 

 

(II) 

一起来围观Photoshop CS4中 

各种实用的新功能 

  

图(a) 原始图像 图(c) 设置保护区域 

  

图(b) 普通地沿 y 方向缩小 图(d) 在 CAS 下缩小的结果 

一起来围观Photoshop CS4中各种实用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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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看起来树和路灯变得自然多了。当然，吹毛求疵的人可能会诟病那保护区域边缘上不自然的云

彩，不过修正起来应该不难吧？ 

这个Content-Aware Scale的功能实际上是Adobe一直在开发中的一系列Interactive Structural Image Edit-

ing工具中的一个小预览。全套的工具包含Impaint、Resize、Clone、Crop、Refine等，而在Stonehenge发

布的时候，这一系列工具的实现效率仍旧不能为普通用户接受。现在，这一系列工具的核心算法效率已经

大幅提升，可以期待在全套的工具出现在CS5或CS6中。 

浮云还是王道？强大的3D绘图能力 

早在Photoshop 5的年代时，PS的滤镜中存在着一个名为3D Trans-

formation的滤镜，而到了PS6之后，这个滤镜便消失了。从那之

后，如果需要在Photoshop中完成颇具立体感的设计，便需要借用

各种渐变、过渡、混合技巧。当然，那个工具本身也是十分简陋

的，Adobe 放 弃 这 个 滤 镜 的 想 法 是 值 得 支 持 的。现 如 今，

Photoshop再也不对3D说不了，曾经舍弃的地方，Stonehenge中要

加倍地完善回来。 

我曾经与一些从事工业设计、3D建模的人打过交道。虽然自己偶

尔也会写一些渲染三维图象的小程序，但我深感设计与工程的不

同。比如说拿来一个杯具，我知道怎么（程

序上）在上面显示一个图形；但若是给我一张贴纸，让我把图形绘制到贴纸上，

然后再贴到杯子表面上，搞不好图案就变形掉了，杯具就真的杯具了。这些从事

设计的人经常要做的，就是思考怎么能够在一个不规则的曲面上绘图，使得观察

者获得应有的视觉效果。以前，这需要有充分的脑力；而现在Stonehenge利用

GPU帮助我们轻松完成这一工作。 

在文章最开始我就提到过了，Stonehenge中的图像处理算法针对GPU进行了许多

的优化。得益于这些优化，Stonehenge中正式加入了对3D绘图的支持。如果你有

用过Red Pill，你应该记得在Red Pill中单薄的几个三维处理，现在看来，那几个

命令显然就是对Stonehenge的预览。功能预览是不是CS系列以来的特点了呢

在平坦的地面上，你画得出么？ 

有些菜单项从来就没有变得

可用过 

莫非要走隐藏剧情？ 

庞大的3D菜单 

一起来围观Photoshop CS4中各种实用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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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在Stonehenge中，3D绘图的功能被完整地罗列到了一个

独立的菜单中。从这里可以打开在建模工具中导出的三维

模型、从当前图层建立模型、编辑模型参数或者将三维模

型渲染到二维图像。除了这个庞大的菜单外，在工具栏上

也有一些对模型或视口进行控制的工具。 

无论Photoshop下的三维处理做得多么强大，它都不能忘

记自己是一个平面设计工具的事实。在Stonehenge中，

它通过出色的直接绘图能力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三维

模型上，你可以像在普通图层一样使用笔刷、渐变、选择等各种工具进行绘图。

你甚至可以直接将剪贴板的内容粘贴到当前的模型上。Stonehenge会将你想要绘

制的内容按照当前的视角投影到模型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变形。想要让杯具

不杯具再也不用绞尽脑汁了。 

除了可以在三维表面画图，Stonehenge还允许你从一个

二维图层建立三维模型。你可以简单地将当前图层转换成一个三维平面，也可以

按照当前图层的亮度分布建立曲面。如果你的想象能力很好，就可以很容易地用

一幅图片创建复杂的山地、器皿、岩石等物体。 

结合我目前的各种试用来看，3D绘图的功能仍有许多的限制，对系统的要求也比

较高。如果你启动Photoshop的时候系统剩余内存不足，全部的3D功能将不可

用。当然，没有一块好显卡的话就更加不用急着尝鲜了。不过这一系列功能对于

特定领域的专业设计来讲一定是不可多得的神器！ 

小结 

从Stonehenge，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最流行IT元素的影子：多点触摸、基于模式识别的图像处理算法、GPU

并行加速以及本文没有介绍的面向SNS的插件和服务。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的这些不过是Stonehenge中丰

富功能的一角，其它诸如统计、共享、效果命令等还要留给各位自己去发现；前面提到的每个工具的用

法，也要请大家自己去探索啦。相信你会从中发现无穷的乐趣的。当然，你也会发现有图有真相的世界已

经渐渐离我们而去了~~~ 

 

实际的纹理可是很恐怖的

 

将Win7娘直接贴到了球面上 

 

会不会联想到《Akikan!》

 

使用亮度映射建立的瓶子 

一起来围观Photoshop CS4中各种实用的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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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Android？ 

Android是Google 与其他 33 家手机制造商、手机晶片供应

商、软硬体供应商、电信业者所联合组成的开放手持装臵

联盟 (Open Handset Alliance)，发布的开放手机软硬件平

台。 

Android有啥好处？ 

Android是个开放的平台，开发工具不仅完全免费而且源代

码也是开放的。不过这些说了等于没说，作为一个应用程

序开发者，我感到Android的优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 强大易用的开发环境 

要开发Android程序，只需要安装一个Eclipse + ADT插

件, JDK在加上Android SDK就可以了。要运行一个程

序，只需要点一个按钮就会自动打开模拟器并安装运

行该程序。要在手机上运行一个程序，只需要把手机

插上再点那个按钮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 

 

◆ 简单的开发语言 

要使用Android SDK开发程序，能且只能使用Java。Google这个决定看似非常武断，实际上也非常英明：

这样无疑减轻了Android的开发者的负担，只需要使用简单的Java就可以写出标准的Android程序，无需忍

受C/C++的噩梦。当然，Android也允许以JNI的形式来使用C/C++写的库。 

 

◆ 基于Linux 

由于Android使用Linux内核，所以Linux平台上的东西很容易被port过来。把手机连到电脑上，输入命令adb 

shell，就得到了一个Linux终端，在里面可以使用各种Linux命令，非常方便。目前，有个叫做ase的项目支

持在android上面使用各种脚本语言(perl, python, ruby, lua,等等)。Android系统更新非常迅速，刷机升级也

非常方便，”折腾ablility”非常好。 

by xia0pang 

 

HELLO，ANDROID(I) 

HELLO，ANDRO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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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各种Google Service 

Gmail, Gtalk, Google Map…如果你使用google的各种服务，那么Android绝对是最适合你的。联系人直接从

google联系人中同步，永远不怕手机坏掉，可以放心大胆的格机而不用担心数据丢失。有了android,回邮

件就像回短信一样快 :)  

 

总而言之，Android主要的优点就是对开发人员非常友好。但是它是不是像linux一样，只对开发人员友好，对

用户却不友好呢？我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GPhone上要连校网VPN几乎不需要任何设臵(当然了，您需要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而现在的桌面Linux发行版却没有一个能做到这一点。QQ, 飞信,Office…各种应用软件

也是非常齐全，而且安装非常方便，一点都不逊于任何桌面Linux发行版。 

Android 开发环境搭建 

Android开发环境的搭建非常简单，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A. 安装JDK5或JDK6。 

B. 安装Eclipse for Java Developers(一般来说解压缩就行)。 

C. 安装SDK。到google下载最新版的android sdk解压缩就

行。 

D. 安装ADT插件。  打开eclipse，点击Help->install  new 

software，      输入“https://dl-ssl.google.com/android/

eclipse/” 

E. 重启eclipse，设臵sdk的位臵。 

F. 将sdk里面的tools文件夹加入PATH环境变量中。 

怎么样？很简单吧！如果你在别的平台(windows mobile或symbian

等等)上开发过程序，一定会这么觉得。 

Hello World 
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个Android平台上的Hello World。在eclipse中选择File

->New->Android Project, 新建一个Android工程。 

在新建工程对话框中，有几项需要说明一下： 

HELLO，ANDRO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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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Name: 工程名，也就是硬盘上保存这个项目的文件夹的名字。填入hello。 

 

◆ Build Target: 表示生成的目标对应android平台的版本，具有向下兼容性，例如，为android sdk1.5

开发的程序可以在任何大于1.5版本的android上运行。选择1.5。 

◆ Application Name: 应用程序名。也就是最后打包安装到手机上时用户看到的名字，也是默认情况

下，程序主窗口标题上显示的文字。填入”Hello Android” 

◆ Package Name: 包的名称。Sun建议Java的包名使用倒过来的公司域名，至少两个单词。这里我们

可以写org.eshock.helloandroid。 

◆ Create  Activity:  程 序 进 入 的 第 一 个 Activity 类 的 名 称。( 关 于 什 么 是 Activity 稍 后 介 绍。) 填

入”HelloAndroid”。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个Hello World工程就完成了。在左边的Package Explorer中可以看到有一个名为hello的

工程。要运行它很简单：只要点击Run按钮就可以了！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手机，所以会提示没有设备。我

们点击工具栏上的手机图标，打开Android Virtual Devices Manager，在Create AVD标签中，Name填入android, 

Target选择1.5, SD Card填入SD卡大小(如64M)，再点击Create AVD按钮就可以了。接下来点击绿色的运行图标，

选择Run as Android Application，顺利的话会看到一个手机模拟器。 

如果你会使用Linux命令的话，可以在命令行下输入adb shell回车，怎么样？很神奇吧。 

分析Hello World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Hello World程序是怎么工作的。我们先来看界面部分：从Package Explorer中选择hello-

>res->layout->main.xml，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黑乎乎的界面，就和你在手机上看到的一样。选择Layout标签旁

边的xml标签，就可以看到它的本来面目了：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fill_parent" 
    > 
<TextView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text="@string/hello" 
    /> 
</LinearLayout> 
 

在Android中，界面的元素都是用xml来描述的。在这里我们先来补充一下Android界面元素的一些基本术语知

识： 

HELLO，ANDROID（I） 



18 

月刊 MSTC 月刊  

 

 

◆ Activity: 表示一组界面元素的整体，用来完成某一项特定的功能。一个应用程序可以有一个或多个

Activity，在启动的时候会启动一个默认的Activity。例如，一个名片夹管理程序可以有一个列表式的

Activity显示所有联系人的名字，在点击名字以后又可以弹出一个显示某一个人的详细信息的Activity。 

◆ View: 表示一个基本界面元素。例如，一个按钮，一个文本框，一个标签…等等。 

◆ ViewGroup: 表示一组View的集合及其排列形式。Layout是一些内臵好的ViewGroup，例如LinearLayout就

是一种线性排列的ViewGroup。 

 

 

有了以上介绍，这个xml的意义也就一幕了然了：它由一个LinearLayout组成。在这个LinearLayout中，元素由

上向下排列(orientation属性), 其宽度和高度都是充满整个屏幕(fill_parent, 这里它的parent是整个屏幕)。在

LinearLayout中有一个TextView，即文本框，它的内容是”@string/hello”。我们把这个字符串改成”你好，世界”,

再运行，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的字符串由”Hello World, HelloAndroid!”变成了”你好，世界”。可以看到android

对中文的支持非常好，想使用中文并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整个代码。在Package Explorer中点击hello-> src-> org.eshock.helloandroid -> Hel-

loAndroid.java: 

package org.eshock.helloandroid;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public class HelloAndroid extends Activity { 
    /** Called when the activity is first created.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 
} 

这里我们看到HelloAndroid是一个Activity。在程序启动时，系统会调用它的onCreate()方 法。在

onCreate()里面有这样一个语句：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这样，这个Activity就把main.xml的界面作为它的界面显示出来

了。很简单吧？ 

继续深入 

那么，”@string/hello”是什么意思呢？程序又是如何通过R.layout.main来找到main.xml的呢？ 

HELLO，ANDRO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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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步一步来揭开这个谜题。 

在Android中，使用资源文件的方式来管理各种不变的资源，典型的有各种图片图标，字符串，界面layout，

声音文件等。我们可以在Package Explorer里选择hello-> gen-> com.eshock.helloandroid -> R.java: 

/* AUTO-GENERATED FILE.  DO NOT MODIFY. 
 * 
 * This class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 aapt tool from the resource data it found.  It 
 * should not be modified by hand. 
 */ 
 
package org.eshock.helloandroid; 
 
public final class R { 
    public static final class attr { 
    } 
    public static final class drawable {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icon=0x7f020000; 
    } 
    public static final class layout {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main=0x7f030000; 
    } 
    public static final class string {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app_name=0x7f040001; 
        public static final int hello=0x7f040000; 
    } 
} 

这个文件是自动生成的，当你向工程中加入资源时，这个文件就自动被更新。其中drawable,layout,string分别

对应了res目录下的drawable,layout,values/string.xml三个位臵。我们先来看res/string.xml: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sources> 
    <string name="hello">Hello World, HelloAndroid!</string> 
    <string name="app_name">Hello Android</string> 
</resources> 

现在你知道前面的”@string/hello”代表什么了吧？没错，就是这里的名为”hello”的字符串”Hello World, Hel-

loAndroid!”。而”app_name”就是新建工程时填写的工程名。你可以把它们统统改成中文，不过别急，我们来

做一件更有趣的事情： 

我们在res目录下新建一个目录values-zh,然后在这个目录中新建一个文件strings.xml，然后写入以下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sources> 

    <string name="hello">你好世界!</string> 

    <string name="app_name">你好按桌椅的！</string> 

</resources> 

然后运行试试？怎么没变化？打开手机的Settings->Locale & text，选择中文再试试？怎么样？多国语言化就

是这么简单！（未完待续） 

HELLO，ANDROID（I） 



20 

月刊 MSTC 月刊  

 

这篇文章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技术指南，你们不会看

到任何公式，或者需要计算机基础才能明白的结论。

但是，当你读完（或者你需要慢慢等我更新完）这篇

文章，你会理解神经网络是如何工作的。 

为什么 

要有神经

网络？ 

     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人工

智能？因为我们有上帝的

梦想，制造出一个人造生

命，然后……抓来做苦力。

和计算机沟通，你会有能力

上的自卑感，和智力上的优

越感。现在，计算机科学家

正试图把我们的优越感摧

毁。我们的目的是需要计算

机有正常的智力。这个目的有些复杂，不但不能用数

学定义，甚至我们没法验证我们是否做到了（参见可

恶的图灵测试）。于是依据科学上的惯例，我们把一

个大的问题分解为一个一个简单枯燥的小问题。我喜

欢这样……其中一个问题是：计算机如何分辨两类

物体？这个问题听起来没意思，不是嘛？可是，想像

一下，图灵机也只是在纸带上写下0和1而已，而我们

现在在用它来玩魔兽世界（好吧，我夸张了点）。有

许多条道路可以通向这一目的（呼唤大家去88，搜kid

的帖子），其中一条路是神经网络。 

 

什么是神经网络？ 

     通常，听到神经网络这个词，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

生物课上通常的神经节

的样子……没错，就是这

样。一切实现都是噱头，

最本质的神经网络，就是

一个一个简单的单元，和

连接这些单元的线。想像

一下我们的神经系统是

如何组成的，某一期科幻

世界有一篇《马姨》的文

章，讲述一个蚂蚁巢穴组

成的电脑，拥有了智慧。

不得不感叹，聪明的年轻

人啊，如此接近人工智能

的真谛。一只只蚂蚁，只

是思维极其简单的个体，

可是他们组成的整体，喜欢听爵士音乐，喜欢浪漫诗

歌，爱读大仲马的小说，并对政治有自己的见解。单

个神经元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接受一个信号，把它转

化，传给自己的邻居。想想一大堆傻呼呼的神经元，

在一起吵吵嚷嚷，相互传递数据，相互争吵与妥协，

最后，一个不是那么令人意外的结果就新鲜出炉了。

在完美主义的计算机科学家眼里，这样没有人类干预

的过程理所应当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于是，这

就是拥有智慧的神经网络！注意到了么？“相互争

by cerror 

关于神经网络的8g 

关于神经网络的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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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与妥协”。假设你现在对我将要描述的神经网络一无

所知，但是牢牢记住这几个字，那么你就能很容易的发

现神经网络的秘密…… 

插播: 

关于数据和信息 

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首先拿来一个物体，

不管它事实上是不是可以食用的，小孩子的第一反应

就是往嘴里塞。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算了，

我还是说通俗一些吧=_=!事实上孩子的目的是要发掘

出这个物体的性状，比如味道是怎么样的，看起来是

什么颜色的。正是因为这种判断的方式，使得我们之

后的认知，也都是基于颜色、味道之类的。换句话

说，我们如果从小是通过“咬”来认人的话，那么长

大后“人”这个概念就被抽象成“口感”了，正式点

的叫法是“特征（feature）”，而把“喷香扑鼻，白

里透红，富有弹性”这些特征打包一下，作为判断依

据，就是描述物体的“特征向量”。 

信息是从数据中得到的知识。再回头看看那些特

征，“喷香扑鼻，白里透红，富有弹性”，这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是“李子”，而有人会说是“美女”（——！）

说美女的同学，我们私下交流……数据是一样的，但是

我们得到的信息可能因人而异。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析

一下：人和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导致面对同样的数据，

我们得到的信息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的智力相差

不大，那么能影响判断的，就是生活阅历了，也就是

“记忆”。 

 

输入数据，输出信息 

—神经网络华丽登场 

 人工的神经网络，既是生物的神经网络的模拟。一

个一个神经元，正如生物的神经细胞。而如果大家的生

物知识还没有还给高中老师的话，应该能回想起神经

细胞的样子，小小的细胞体，长长的轴突，还有无数的

树突纠缠在一起，连接了两个神经元。而人工的神经网

神经细胞样本 

关于神经网络的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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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模拟了个十足，两个神经元之间也有传递数据的通

道，并且，神经元单一而又弱小的计算能力，恰如生

物神经细胞小小的细胞体一样，只有团结才能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整个人工神经网络，也是做同样的事

情：输入数据，输出信息！对于人工神经网络来说，

每个神经元也都做一件事，从接收端接收一堆数据，

经过神经元的简单处理，变成输出的信息，并把它当

做新的数据，传给下一个神经元。你也许很难想象神

经元的“简单处理”有多简单。比如加个负号，或者

将它与一个值比较，并输出比较的结果。但是，更难

想象的是，经过几次这样的简单操作，我们甚至可以

做到对复杂的函数任意精度的逼近。通俗的说，我们

可以“模拟”复杂的函数，当然也能模拟真正的“神

经系统”做的事情：智能。 

 对于生物的神经网络来说，无论是得到的数据还

是输出的信息，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兴奋。每个神

经元都做一件事：接收上一个神经元传过来的兴奋

强度，根据这个来判断自己是否该兴奋，兴奋地强度

是什么。最终，我们得到几个特定的神经元的兴奋程

度，来决定整个系统的行为。而总体上来说，人工神

经网络在亦步亦趋的模仿生物的神经网络，于是，我

们接下来用“兴奋”来代替数据和信息，输入的“兴

奋”就是数据，输出的“兴奋”就是信息。 

神经元的握手， 

神经网络的记忆 

 请大家记住一个人的名字：Donald Hebb。以他

命名的Hebb学习法是神经网络理论框架上的核心，几

乎其他所有的学习方法都可以看做Hebb学习方法的

变种。Hebb说了一句很玄妙的话：“神经连接路径会

随着被使用的次数而增强。”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路

径，就是“记忆”。形象点说，如果神经元A“兴奋”

了，而恰好神经元B，也“兴奋”了，那么同时处于兴

奋状态的两个神经元就借机“眉来眼去”一下，这样

就有了一条神经连接路径。而下一次，当神经元A兴奋

时，它会把自己的兴奋传给和它眉来眼去过的神经元

们。但是由于路途遥

远，路径狭小，使得

兴奋传递的不多。而

这一次合作，使得他

们之间的神经连接

路径更加畅通。最终

的结果就是，神经元

A和神经元B经过长

期合作，日久生情，

最后密不可分，只要

神经元A兴奋，神经

元 B 几 乎肯 定会 随

之兴奋。这样，两个

神经元之间看起来

就有了“记忆”。请各位将神经元A视为语言接收单

元，神经元B视为唾液分泌单元。当然，事实上“BG”

和“唾液分泌”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是经过大学四

年的重复训练，大家习惯了…… 

 对于Hebb学习法在人工神经网络上的应用，却是

Donald Olding Hebb 

关于神经网络的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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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意料的简单。对于每个神经元，与它连接的每一条神经连接路径都有一个表示畅通程度的系数，而神经

元输出的兴奋，乘上畅通的系数，就是接下来的神经元得到的兴奋强度。每一次成功的激发兴奋，两个神经

元之间的路径的畅通系数就会变大。并且，两个神经元的兴奋程度越高，那么加强路径畅通程度也越高。这

样，神经元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记忆，并能主导不同神经元之间兴奋的产生了。 

 

高高在上的监督 

 有时，神经元间记忆产生的速度实在让人着急，并且未必向着“正确”的方向走。所谓“正确”，就是

指高高在上，俯视着神经网络系统行为的监督者。举

个例子，当“BG”和“唾液分泌”频繁出现时，大家

渴望的眼神会对我产生相当大的压力与困扰。于是，

我 需 要 对 某 些 饥 渴 分 子 进 行 当 头 棒 喝，用“No 

Way！ No BG！”强行的终止了兴奋。与现实中的顽

固分子不同的是，在人工神经网络中，这种当头棒喝

很有作用，两个神经元之间的路径会大大的萎缩。当

两个神经元正如监督者所期望的那样共同兴奋，监督

者也可以给它们一些鼓励，让它们之间的路径畅通程

度大大加强。 

 

不是结尾 

 终于守住了我“不使用任何公式”的诺言。但是回顾文章，絮絮叨叨的竟然才讲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

程度。听说这一期最好不要超过三千字，于是这个坑两个月后再来填也不迟。 

关于神经网络的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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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为来美之后第一次期末考试啃课件，就收到了

Luna MM的邮件，若缘说能写一点关于海外的东西

最好。之前看了月刊创刊号觉得无比仰慕，于是考

完试诚惶诚恐地来写了。 

 

学业篇 

来之前臆想美国的PhD课业会很tough，因为感觉学

长学姐总是巨忙，连续通宵一周也不足为奇。来之

后确实被小小shock了一下。按照本科出国的学分要

求，每学期选两门课就够，我选的其中一门是CS最

tough的课之一，共七次作业，每次工作量都相当于

一次大程，要实现算法、实验比较、写report。第

一次作业集众人智慧做了整整两天还没做完，于是

开始几周一直在作业放出——众人一起奋斗——下

一次作业的循环中挣扎，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上

面。后来不知是习惯了还是作业量变少了，就快了

很多，一学期下来也没有一次为课业通宵的，感觉

还能承受吧~这让我联想到本科时第一次大程做了半

个月，后来通宵一晚就能做完-_-bb不过这边的课程

内容还是比较深，容量大，很多人会觉得难以理

解。最后考试比往年的难巨多，被阴了T_T……这

时候就想如果是硕士学位出国的话，学分要求就不

那么高，可以少修好多课啊，少考好多试啊~ 

另外，这里的研究生课程除了作业以外，一般都是

要做course project的，我的两门课都是题目自选，

成果类似于一篇paper，research导向。于是我就很

happy地把做过/正在做的paper拿来凑数，不然工

作量实在太大了啊（还在为偷懒找借口-_-）。 

听说有些别的课会要求看很多paper，然后出题讨论

什么的。至于是看古董文还是最近的文呢，就看教

授的偏好了~ 

在美国PhD的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做研究。其实课

程工作量虽然大，给分“传说”还是宽松的，教授

看到是PhD一般就不会太为难，因为默认大部分时

间花在研究上了，没空准备考试。而且以后也不太

会有人看PhD的GPA，只要拿到A就可以了，拿不到

的话只要不被退学也OK。室友就跟我说某个做AI很

我现在在太平洋的另一边，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俗称玉米

地。 

by Roxxane 

在玉米地的日子里 

在玉米地的日子里 



25 

月刊 MSTC 月刊  

 

牛的PhD，考试时大部分题都不会做的样子，一直

在那儿发呆…… 

于是，大致说一下在玉米地的research生活吧。我

所在的实验室叫Databas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Laboratory，兼 做 Database、Data  Min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似乎Network Security  & 

Privacy也搞一点的样子，总之就是包揽所有Web和

数据分析相关。整个Lab中国人居多，个人认为集

中了UIUC CS绝大部分的帅哥美女资源~不信可以去

看网页~~回到正题，组里研究气氛很浓厚，老板有

20个学生之多，我居然还能一周五天见他四次+，

其中三次各种group meeting，实在是佩服老板的

management啊~人多的好处就是大家合作很多，一

到会议期间整个实验室凑在一起赶deadline挺有气

氛的。这里独立研究的氛围也很好，一般都是自己

独立做几个课题，再参与几个别的项目讨论、帮

忙，这也是我认为比较理想的方式。照老板的话

说，别的学校一整个CS系说不定都只有我们一个

Lab的规模-_-bb不过其实UIUC最牛的方向应该不

是 什 么 Data  Mining，而 是 体 系 结 构，什 么

distributed system、parallel computing之类，一年

到头都是会议和讲座，系楼对面就是National Cen-

ter for Supercomputing Applications (NCSA)，美

国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啊~口水ing，可惜至今还无缘

一 用。最 后，感 觉 UIUC 的 CS 总 体 是 比 较 偏 应 用

的，算法研究什么都是应用导向明显。 

 

生活篇 

写完上面怎么感觉so boring的~大家不要被吓走，

接下来开始剖析吃喝玩乐！其实美国的生活与其说

是枯燥，不如说是平静。租个离系里超近的公寓，

每天步行到office就三分钟，隔几周出去买菜和生活

用品，恩，个人觉得玉米地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

shopping不方便！必须有车，不然哪个超市也去不

了，就算去了也运不回那么多食材，家里就等着断

粮吧，这里可没有什么教超之类的随时能买到吃的

T_T此时老板的大组又发挥了作用，全组每人一次

轮着让我蹭车买菜，一学期完了还没周期完！哈哈

~~平时一般都自己做饭，有车的话各种食材都买得

到，包括传统中国食品。也有人每顿都出去吃的，

反正玉米地消费水平比较低，工资也支持得了。 

除 了 日 常 买 菜 以 外，遇 上 节 假 日 打 折 就 出 去

shopping咯~刚来美国还是有很多东西要买的。第

一 个 月 的 工 资 就 被 我 拿 来 买 了 一 台 Thinkpad 

T400，顶 级 配 臵 1000 刀 不 到 吧。然 后 又 趁 Black 

Friday囤积过冬的衣物，但是不知为何玉米地到今

天（12月15日）还没下雪，气温还在零上，暖和得

都快百年一遇了。如果在美国拿assistantship念书

的话，生活似乎是可以过得比较物质一些，因为这

个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物质极度充裕精神极度空

虚，呵呵。 

由于精神空虚的环境，以及贪玩偷懒的天性，我经

常出去玩，所谓“work hard, play harder”。UIUC

别称University of Indians and University of Chi-

在玉米地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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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中国人巨多，可以一整天讲中文畅通无阻。由

于我们组中国人太多了，几个外国人都开始争相学中

文-_-bb所以各民族相处融洽，跨文化交流愉快，有

时候也去朋友家开party吃火锅啊什么。虽然玉米地

木有什么好玩的景点，但只要有时间，可以坐飞机出

去玩~我就趁感恩节放假和学长学姐跑到Florida去玩

了一周~O(∩_∩)O~ 

其他 

基本汇报完毕，这就是我真实的美国PhD留学生活，

怎么感觉有点像“我们读的不是PhD，是寂寞”。有

人把出国留学比喻成一条漫长的河流，安静而沉闷，

永无尽头。其实我觉得没有这么郁闷啦，生活怎么

样，都是要看人怎么去过的。比如我身边很多人觉得

自己做饭既麻烦又枯燥，自己又要打理生活又要发

paper，压力大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我就觉得做饭、

打扫房间、买菜shopping什么都挺有乐趣，是工作

之余不错的调剂，而且即便是简单的事情也可以变出

许多花样来。在国外，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什么事都要自己处理，课业、研究、social、找工作

找实习，有人说即便是你消失了一周，说不定也不会

有人发觉，恩，大约跟进入社会的状态比较像？所以

人会特别快地为自己负起责任来。美国就是这样一个

比较自由的环境，可以让人好好地按照想要的目标去

塑造自己，只要那个目标够坚定。因为自由的同时，

也就意味着不再会有人处处为你操心了。 

祝MSTC的大家一切都好~ 

在玉米地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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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的时候害怕看到一成不变的生活，可是最终我的生活不过如此。" 

--A Life Less Ordinary 

 

那 
天pom的时候jiabin同学贼偷偷的跟我说，写个关于你实习的事情的报告吧。爽快的答应了之

后开始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普通的实习报告应该是从实习目的，途径和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

案几方面来说吧。但思来想去还是改变了主意，我想说的是我对一个程序员生活的初探。 

 

基本信息如下： 

我是怀揣着去体验一下普通IT从业人员的生活的强烈好奇心去实习的。老实说，已经在07级的自己大可以拖

一年再去。不过，看着以前的同学眼巴巴的都去实习的感觉就是很想去gf.于是就去了，面试等等过程不再赘

述，无非是在88上看到实习招人的帖子投投的简历之类。去的过程有点艰辛。因为是一个人去的上海，当时

拎了一个大箱子以为房子是很好找的，结果发现完全不是啊。。总之，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随便找了个房

产中介，租了一间房子，中介费还出了很多米。所以，如果说有啥建议的话，那就是千万在网上联系好直接

的租房的公司。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信息果然是值很多米的。 

 

 

 

从小P孩到破程序员的心路历程 
从 小P孩 到 破 程 序 员 的 心 路 历 程 

 

实习地 盛大网络(某游戏运营商) 

实习部门 基础开发java组 

类别 技术培训生 

补贴 150m/天 

从小P孩到破程序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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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什么是java组，我要解释下，因为我本来是不会java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新员工的一堆手续办完

之后，负责接洽的带领技术培训生的jj很亲切问我你会什么。我说c++。然后她就说，哦，那你就去java组吧。

嘛。大概就是这样。不要问我她的逻辑是什么。可能的解释是，我的意愿纯粹完整的被无视了。 

 

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是很新鲜的，整个人充满了干劲，总是缠着mentor问要做啥啊要看啥啊之类的。带我的

人就是个很善良很普通的程序员，我开始做的事情也很杂，基本

是什么什么子公司要用一些我们这里提供的web服务，我就写写

接口，界面啊，代码啊，不过写完以后PMjj会跟你讲要写成ui设

计人员做的那个样子。写完以后要联系测试人员，一般的你的程

序里如果用了什么特别的结构测试和平常有不一样的话，比如

当时我的第一个任务测试mm是用soapUI(web service的一个测

试工具)测试的，但是在接口定义的时候有用一个特殊自定义结

构，那么就不能直接用soapUI生成测试的xml文件而要自己对xml文件进行相应的修改。总之，给我的感觉就

是测试人员真水啊。 

 

大部分的任务都是在公司任务管理系统进行管理的，比如开发-测试-部署-发布正式环境等等流程，甚至包括

开发环节的任务沟通等等都是在那个管理系统进行的。简单说来就是，从分配你做事到你做完事情，真正意

义上面对面真实的沟通是很少很少很少的。我要连用3个很少来加强语气。除了和我mentor,PMjj,以及测试

mm遇到问题和我的少量沟通--很多还是在公司oc(类似

msn)上的，其它的部署人员，发布人员等等我都是只知道一

个名字和模板式的留言而已。 

 

公司的开发写模块的时候基本是基于各种框架，像我做java

的话基本就是struts2,spring,hibernate等等。所以学到的最

多的也是这方面的东西，平时在学校基本也接触不到那么大

量的代码，以及体会到那些破程序员的破程序看的痛苦死了还没有破文档的绝望的心情。然而，怎么说呢，

到后来渐渐的平静下来，在赶一些快要上线或者发布的任务的时候自己也习惯性的成为了一个那样的破程序

员的时候，我才会心的笑了笑。 

 

从小P孩到破程序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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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很多业余的活动，比如各种腐败，部门的，实习生的，我还比较好运的被ceo bg了^^~因为课业比

较繁重离职以后,某天接到一个jj的电话(就是最开始那个问我会啥的jj)，说我在离职的时候还在了员工列表

里面，所以十周年庆还有个大礼包是我的... 

 

于是我的初探结束了。现在，我坐在8舍不知道是修了住多少年北面宿舍积下的德换来的朝南宿舍里面，偶尔

看着窗外pp的黄黄的树和太阳，偶尔被各种秋学期实习耽搁下的网络汇编计算理论编译等等等等作业折腾

着，偶尔也还是会有那么一些瞬间想打开电脑写点代码，也许我们最终都是这么的平凡普通的过着一天又一

天，可是，在某些平淡的瞬间里我却感到了一丝丝的安宁，这就是所谓的热爱所谓的喜欢所谓的激情之后的

一个将来会成为普通平凡的程序员的心路历程么？ 

 

 

 

 

从小P孩到破程序员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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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听完超人报告后和boisde一起回得玉泉，

路上问起她在上海实习的感受，她说：“好寂寞

啊”。其实想想这话用在自己已经过去一半的研

究生生活上倒也挺合适。 

 读研的时候继续选择了本科时候的导师。一

来因为信息搜集能力有限，不知道会有哪些可能

更为合适的选择。二来在和同学偶尔的交流中发

现彼此都觉得郁闷，觉得折腾来折腾去可能也都

差不多，再加上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些什

么于是就一动不如一静了。三来从来没期待过研

究生生活，觉得生活本就是无趣的即便挂着的是

研究生的名号，那么又何必劳神苦心。  

 于是在这一年多里，基本上每天早早被班车

运送到紫金港西北偏北的地方干活，而后晚上再

按时的回去。日子过得相当之规律，不能太晚睡

也不能太晚起，嘴上挂了多年的早睡早起至少是

实现了一半。由于是在公司里干活，周围的人大

多不是在校的学生，看着他们的状态就好像能够

看到自己以后可能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不好的

一点也在于此，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容易忘记

自己的学生身份，容易让自己过早的陷入到平淡

繁杂的工作中去。和周边的同事除了工作之外也

没有过多讨论过什么，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

同话题。即便年纪只差了一点点，大家所关注的

东西也是不尽相同的。相比以前周围能够八卦闲

聊沟通的人少了。研究生一级的人数是本科时候

的一倍多，但认识的人连当时的一半都没有。在

那算得认识的人中有一半是只记住了脸却忘了名

字的，剩下能够匹配上的另一半大多也只是会在

路上简单的说声嗨罢了。 

 日子虽然过得没什么意思，却也不觉得有什

么好或不好的。偶尔看到别人抱怨，想想自己的

要求还真是低，果然是不期望太高就不会有失

落。其实觉得研究生生活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是

在学校里能够继续待个两年。并不是对学校特别

偏好或是逃避社会，仅仅是不想那么早工作。离

开学校后将不得不面临工作生活，而且如果不出

什么意外的话，不论做的是什么都有会好几十年

的工作生涯，于是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开始奔

波。何况一直以来对工作尽是些负面的认知，和

有为的大好青年相距遥远。 

 过去的一年多里一直和研究搭不上什么边，

说过得是研究生的日子都觉得有点名不符实。不

过也不知在这浩浩荡荡几百人中究竟多少是真正

有心科研的，于是就这样继续好了。 

研究生 

  
 

ABOUT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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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个年代MSTC是高手云集，一个一个都是重量级的大牛，那时论坛上的技术区也人气十足，小

课堂通常是在98上发一个帖子作为通知，然后再在楼下贴一张海报——说是海报，其实基本算

不上，通常就是一张A4纸，上面简要地写了有这么一个活动，并列出了时间地点，然而在我看

来那张印有“玉泉永谦”的A4纸似乎比其他各种五花八门的华丽海报都更加具有神秘感一些。 

虽然宣传方式很简单，但是实际效果却并不差，那个时候小课堂通常在小剧场二楼的某个活动室举办，那个

地方比教室更有讨论的氛围，场地大小也差不多合适，不过倒是几乎每场都会爆满。比如这次shifan3的主题

为C in Depth的小课堂，应该就是我参加的第一次小课堂了： 

 

小课堂的形式基本上是由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主讲人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技术性话题，它有一些特色的地方： 

◆ 茶水：每个来参加小课堂的人，都会有茶水供应，有时候是果珍。 

◆ 反馈：特别是俱乐部还有Register Member的时代，会让来参加的人留下自己的邮箱以及ID之类的信

息，并在之后会通过邮箱征询反馈意见，翻了一下陈年的邮箱，发现C in Depth这次我的反馈是茶有点

苦…… -.- 不过这个传统后来随着Register Member制度的废除也渐渐消失了，只是不定期的有一些其

他形式的调查和反馈等。 

◆ 小册子：小课堂的时候除了会准备演讲用的ppt之外，还会将演讲的内容以及相关的参考资料制作成小

册子发给到场的人，方便日后查阅。这个东西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打印和装订小册子其实也是一件有

趣的事，通常都会去东四打印店，那里环境也非常好呢，后来加入了MSTC，我也经常去打印小册子，

小课堂是MSTC历年来的传统活动，我大

概最初也是从小课堂了解到MSTC的了。 

by pluskid 

小课堂的今生前世 

小课堂的今生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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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有趣的经历。比如第一次去的时候，东四打印店还在面向南面的地方，我居然带了一本《皇帝新

脑》；再比如有一次下了大雨，回来的时候我和中山郎完全被淋透了，还好小册子在lam那里平安无事。

不过，现在文印店的设备也变得高级起来，好像有些文印店几乎不用什么人力参与就可以完成了，小册

子的内容形式也是逐渐在变化的，有blog式比较随意的风格，也有wiki式比较正式的资料的形式。之前

通常是TG出一个人（比如排版达人Rhythm）来负责把主讲人的ppt进行“小册子化”，到后来逐渐演变

为小册子也由主讲人自己制作，因为通常会有更多ppt里没有写的内容补充进来。 

再往后小课堂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在宣传方面。由于大环境的改变，比如大类培养、计算机专业人

数减少、论坛技术区逐渐开始变得冷清，为了继续达到良好的效果，我们的宣传力度也开始逐渐加大，比如

大幅的海报、更加华丽的论坛宣传贴（论坛排版大神ljmtxlg）、以及校网邮箱、校讯通等其他宣传方式等。

另外，由于紫金港校区人数逐渐膨胀，小剧场的活动室也越来越难借，最后小课堂主要转战东区教室了（还

有诸如西三之类的诡异的教室的例子），气氛少了不少，而且虽然教室有配备的投影仪，不用我们自己带了，

但是有时候设备出一些问题，也会非常讨厌，记得我做PM的一次小课堂，是萝卜讲RoR（那是我的Ruby启

小课堂的今生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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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那个投影仪老是过热，每过几分钟就自

动收起来，而我这个PM其实做得相当不合

格，自己什么都不太会弄，最后还是谁帮忙找

保安换了一个教室，反正不是我了。 

小课堂的频率也并不固定，最高的时候也有

每周一次，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对知识很

渴望的无知小子，只想听到更多的小课堂，直

到我加入了MSTC，开始参与海豹行动（贴海

报啦！）、小册子打印装订、了解各种宣传、借教室以及PM（Project Manager）的辛苦之后，才渐渐发觉

要办这样一次活动，大家都要付出很多！真的很不容易。这种感觉在那之后的岁月里越来越强烈，到后来我

开始成为小课堂的主讲人，再后来我开始关心俱乐部活动的发展（记得有一次叫moonykily一起去印小册子

他不去，差点和他吵起来了，我有个坏毛病是抓苦力的时候通常都会不太忍心，但是又不能不抓，直接结果

就是和我关系比较好的那些人要悲剧了），再到后来我阴差阳错地成了TG Leader，需要规划和调配俱乐部

的技术活动，再到后来，我成了主席，开始逐步了解俱乐部的所有细节，以及它运转的每一个环节。从观众

席走上舞台再走进幕后，我经历了很多，感受到每一次小课堂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晶，大概也是为此而总是对

它有很大的期望吧。 

其实现在的小课堂办得真的很不错的！虽然有出现主

讲人（我自己啦）准备不足，导致对时间把握不好的情

况，也有由于话题或者宣传的原因导致到场同学很少冷

场的情况，总让人觉得小课堂是在走下坡路，但是其实

这主要是源于对小课堂报的期望太大了——毕竟是不

可能做到完美的，而且对于以前的东西，回忆起来，总

是那些成功和喜悦的东西留在记忆中了吧。 

当年的情况，除了MSTC之外，其他也有一些技术社团（比如IBMTC）也有类似于小课堂的活动，甚至还有

类似于我们小册子的东西，不过，现在，他们都消失了，我们活下来了，因为我们在发展，在改进。 

比如，宣传方面，现在我们都会使用相对正式的海报，有几次小课堂甚至还使用了横幅，论坛宣传逐步正规

化，并配备了专门的智能顶贴系统（感谢quark）。而主题方面，也在不断地尝试，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和影响

力，也有过几次系列小课堂（算法系列、搜索引擎系列）。 

小课堂的今生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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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现在已经不会像当年那样只会空喊“以后可以多开展这类技术讲座，不怕难的东西，就怕无趣的

东西”了，虽然（幸运的是）我依旧渴求技术，但是对于活动的频率，需要考虑成本，包括staff们的状态和

负荷，以及俱乐部的资金状况，而主题的选取也必须更加谨慎，需要考虑面向人群以及难度，还要考虑主讲

人的培养和成长。要做好一个品牌很难，但是要砸掉招牌确实很容易的。我们发放的关于宣传方式和主题的

调查表，也都是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 

值得庆贺的是，现在的小课堂，依旧是我们的品牌技术活动。当然，回首这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然

而，我看到的是一段成长的历史，因为有成长，才显得真实了。一方面我们需要铭记过去，另一方面又不能

总是活在回忆之中，最重要的是不能安于现状，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品牌活动会一直不断地发展下去！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最近两次小课堂吧，主题逐渐恢复大众化（Word、C语言），所以到场人数也挺足，不知

道超过100人的小课堂是不是应该把“小”字去掉了（好像最开始确实是没有这个字的？参见本文最开始那

个小黑板）？另外，让主讲人在小册子上签名这个比较搞笑的事……难道要成为新的传统了吗？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小课堂？我是很喜爱这个东西的，不管是作为听众、作为主讲人还是作为组织者，每一

次活动都让我觉得收获颇多。成长的不仅仅是小课堂，还有我们自己，不是吗？ 

小课堂的今生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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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举办  

                                            --------微软与你同行之浙江大学首战告捷 

与你同行，浙江大学第一站 

2010年3月31日，“微软与你同行---与洪小文博士共探计算新纪元”主题讲座在浙江大学顺利召开。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博士、研究员婷婷姐等人一行来到了浙江大学，到场的嘉宾还有浙江大学副校

长朱军，蓝田学园指导老师和计算机学院吴为进老师。 

 

        

 

       终于所有道路都被封锁，没有座

位找到台阶也要坐，没有台阶找到落

脚之地也要站。众人均感慨下次活动

在哪里办好哩？结论，不管在哪里还

是会爆满…… 

 

同学们对于活动可谓期

待已久，都早早的来到

活动现场，否则可就没

有位臵~\(≧▽≦)/啦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By  许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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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领导讲话，蓝田学院辅导老师，浙江大学副校长朱军。 

来看看我们的MSTC众在忙碌什么吧 。 

pp的主持人傅莹

mm在熟悉主持稿 

还有几只mm在门

外为研究生签到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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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展望， 

探索计算新纪元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未来10年计算的新模式、新应用

等展开。讲座上，主讲人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

博士向我们介绍了最新的云计算技术，展示了微软公司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并展望了在未

来，计算如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讲座涵盖范围极广，洪小文博士以“探索计算新纪元”为主题，结合自己的思考和认识，重点介绍了

云计算在当今社会的重要应用，并指出未来计算新技术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除了云计算和计算技术的发

展方向外，洪小文博士还向我们展示了很多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新的研究成果，例如表情和声音的恢复，模

糊图片的清晰度恢复等，并且风趣地联系电影《Avatar》介绍在微软技术的支持下动画效果的可实现过

程。最后还向我们展示了微软公司的一些产品，例如英库、人立方等。洪院长的精彩演讲博得了同学们的

阵阵掌声。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就“云计算”的应用前景、应用中的安全隐私问题等积极地展开了提问。洪小文

博士细致巧妙的进行了解答，现场氛围非常活跃。由于时间有限，很多同学意犹未尽，在活动结束后又向

洪博士进行了单独的请教。 

 

 

小星哥看到忙碌的众人，露出

会心的笑意O(∩_∩)O~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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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锦集 

 

活动终于开始了，

等得好辛苦  

洪小文博士帅照 

眼神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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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nice 

So cool 

（*@ο@*）～ So charming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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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TC众听的很认真哦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41 

月刊 MSTC 月刊  

 

 

你能猜到光哥正

在看什么吗？遐

想吧…… 

大家笑的好开心~~~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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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 花 了，

护 花 使 者

哩？ 

找到护花使者啦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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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只求知的手 

附涛涛姐内心独白：要是提问

的是mm就好了（纯属个人yy）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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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bin哥好开心啊  

美美的提问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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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再厉，提供技术新平台 
这次讲座为同学们开启了一扇了解新技术了解新产品的大门，使得同学们在理论学习之余有机会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为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活动旨在为浙江大学的优秀学子提供广阔的平台，使他们通过与一流公司和研究院的交流，确定自己

的人生规划，推进浙江大学科研技术的进步，促进人才的挖掘。微软俱乐部将会继续开展相关活动，普及

最新的计算机知识，让更多的同学关注，了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上全家福咯~ 

 

 

 

2010微软校园行顺利丼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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