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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5 中： 

1. 新建 HTML5 文件，命名为 index. 

2. 新建 CSS3 文件，命名为 style05. 

3. 使用外链式将 CSS3 进行关联。 

4. 添加五个 div。这五个 div 分别起 id 名为“bg”、“news”、“exhibition”、“footer”、“tree”。 

5. 在 id 名为“bg”内 

1) 添加一个 nav 标签。 

2) 在 nav 里嵌套添加四组 li 标签。文字分别为“网站首页”、“关于我们”、“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3) 在第二行 li“关于我们”，起个类名为“margin_more” 

6. 在 id 名“news”内: 

1) 添加三个 div 标签,三个的类名均为“news_con”。 

2) 在第一个 div 里： 

a) 添加图片“news1.jpg” 

b) 添加 h2 标题文字“优惠活动”。并起类名为“one”。 

c) 添加两 p 段落文字，“新年订单有特大惊喜！”第二段文字为空。  

d) 分别给两个 p 起类名为“two”、“shadow”。 

3) 在第二个 div 里： 

a) 添加图片“news2.jpg” 

b) 添加 h2 标题文字“宝贝写真应注意什么？”。并起类名为“one”。 

c) 添加两 p段落文字，“孩子拍摄的时候如果是陌生人接触的话会比较容易哭闹，

如果换做是亲近的或者比较平时比较熟悉玩得来的就会好很多。” 第二段文字

为空。 

d) 分别给两个 p 起类名为“two”、“shadow”。 

4) 在第三个 div 里： 

a) 添加图片“news3.jpg” 

b) 添加 h2 标题文字“宝贝庆生会”。并起类名为“one”。 

c) 添加两 p 段落文字，“为新生宝宝准备的生日 party,参与者可获得精美生日礼物

一份。” 第二段文字为空。 

d) 分别给两个 p 起类名为“two”、“shadow”。 

7. 在 id 名“exhibition”内: 

a) 添加一个 div 标签,类名为“pic”。 

b) 分别添加四张图片“img1.jpg”、“img2.jpg”、“img3.jpg”、“img4.jpg”。 

8.在 id 名“footer”内: 

添加文字“青春树版权所有 2000-2016 京 ICP 备 08001421 号&nbsp;&nbsp;京公网安

备 110108007702”。 

9. 在 id 名“tree”内: 

添加图片“erweima.png”。 

     

CSS 中 

1. 设置内外边距为 0，列表样式无，边框 0，背景色无。 



2. 设置 body 为“微软雅黑”、背景颜色#fdfdfd。 

3. 设置#bg 

1) 宽 980 像素、高 617 像素. 

2) 添加背景图片“bg.jpg”、图像不重复. 

3) 盒子水平居中. 

4) 顶部内边距为 10 像素。 

4. 设置#bg  nav 

1) 宽 848 像素、高 46 像素. 

2) 添加背景图片“nav.jpg”、图像不重复. 

3) 盒子水平居中. 

4) 内边距为 40 像素、0 、 0 、123 像素。 

5. 设置#bg nav li  

1) 左浮动 (float:left) 

2) 颜色#685649、字的大小 16 像素。 

3) 内边距为 0、30 像素。 

6. 设置 nav  .margin_more 右侧的外边距为 240 像素。 

7. 设置#news： 

1) 宽 980 像素、高 300 像素. 

2) 添加背景图片“dongtai.jpg”、图片位置水平为 60 像素、 垂直 top、图像不重复。 

3) 盒子水平居中，且离上下的距离为 18 像素。 

4) 顶部的内边距为 120 像素。 

8. 设置.news_con： 

1) 宽 294 像素、高 256 像素. 

2) 左浮动。（float:left;） 

3) 左侧的外边距为 29 像素。 

9. 设置.news_con  .one 

1) 宽 284 像素、高 50 像素. 

2) 左侧的内边距为 10 像素。 

3) 行高 50 像素、加粗、字体大小 16 像素 

4) 底部的边框为 1 像素、实线、#ddd。 

10. 设置.news_con  . two 

1) 宽 284 像素、高 70 像素. 

2) 内边距为 10 像素、0、0、10 像素。 

3) 行高 20 像素、字体大小 12 像素、字的颜色#bbb。 

11. 设置.news_con  .shadow 

1) 宽 294 像素、高 5 像素 

2) 添加背景图片“yinying.jpg”、图像不重复。 

12. 设置#exhibition 

1) 宽 980 像素、高 292 像素 

2) 添加背景图片“xinshang.jpg”、图像不重复。 

3) 盒子水平居中。 

4) 顶部的内边距 170 像素。 

13. 设置#exhibition  .pic 

1) 宽 916 像素、高 260 像素 



2) 盒子水平居中。 

 

13.设置#exhibition .pic img：左侧的外边距为 56 像素。 

14.设置#footer 

1) 宽 100%、高 80 像素 

2) 添加背景图片“footer_bg.jpg”、图像沿 X 轴重复。 

3) 字体颜色#fff、文字居中对齐、行高 80 像素 

15.设置#tree 位置固定（position:fixed;）右侧 5%、底部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