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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6_8C_87_E7_c36_482413.htm 司法考试被称为“天

下第一考”，每年只有少数幸运者成为成功过关者。2004年

司法考试全国有195，000人报名参加司法考试，合格者2万余

人，通过率只有11.27%。现在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又进入8月

复习备考的冲刺阶段，如何复习更能提高效率？哪些内容应

该重点复习？怎么学习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提高分数？ 联合

著名司考辅导机构北京LG400学校推出“巅峰冲刺、指点江山

”司法考试系列访谈，特别邀请了全国著名司法考试辅导名

师于2005年8月中旬做客嘉宾聊天室。根据往年司法考试规律

和考试重点，来为广大考生解析2005年司法考试命题规律及

应试技巧，并回答广大网友问题。 主持人：各位考生大家好

，非常高兴我们准时相约司法考试系列访谈，我是主持人余

源志，今天是访谈节目的第二场民法预测。欢迎各位考生的

光临，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LG400命题组骨干成员席志国

老师。 席志国：各位网友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昨天我们

的首场访谈邀请到LG400的校长给考生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考试

预测大餐，大家也非常期待今天席老师的到来。民法的分值

情况和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呢？ 席志国：第一个方面是说民法

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及其广泛，而且在理论有是万法之基，

也就是说学好民法就能够很容易学好其他部门法。 针对司法

考试实际上民法，我说的是大民法包括商法在整个考试当中

的分值比例是最重的。以去年司法考试为例它是占了近三分

之一。它的分值分布是这样的，民法部分单项选择22分，多



项选择是26分，不定项选择16分，论述题有两个都可以用民

法的知识解答，论述题共50分。还有两道案例，共27分，总

计民法部分在试卷当中占114分，而商法的比例也非常可观，

单项选择题12分，多选20分，不定项16分，案例一道，总

计50分，民商法合是164分，因此它占了将近三分之一。 可以

看出来如果民法没有掌握好，民法不及格，整个司法考试肯

定不会通过。如果民法学的比较好，成绩拿的比较高的话，

几乎就战胜了司法考试，通过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关

于民法地位的一些介绍。 主持人：历年的司法考试或者说律

考民法这块的命题趋势大概是什么样呢？ 席志国：从第一届

司法考试开始，实际上对律师资格考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从题型到内容，我们分析近年司法考试民法部分的知识点

和考试趋势大概有三个：第一个趋势是由考察单一知识点，

转入考查复合性的知识，比如诉讼时效、特殊诉讼时效究竟

有哪些有几个？而是诉讼时效和合同等等结合起来出一道复

合型的题目。这样大家复习的时候就不能把知识点分散开来

复习，而是从整体上、体系上来把握。以及各个知识点有什

么样的关系，相互之间能够怎么样的结合，只有从这个角度

来复习才能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这是第一个趋势。 第二个趋

势，它的考试方式由直接陈述的形式转变到以案例形式来考

察。其实整个司法考试里面民法几乎都是案例考试，实际上

考查的不是记没有记住知识点，而是掌握了知识点如何应用

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大家一直认为司法考试就在第四

卷，实际是三卷民法部分单项选择、多项选择、不定项选择

都是案例，这就要求不能简单的仅仅记知识点，一定要把知

识点理解的非常透彻。在此基础上如何把知识点运用到现实



生活中解决具体案例和纠纷。 第三个趋势，由过去直接考现

行法的方式，逐渐向考试理论的方面转变。过去律师资格考

试当中几乎不会考法律理论、民法的基础理论。最近每年的

考题都有理论部分问题，比如2003年地役权的考查，这个知

识点我们国家现行法律到现在也没有，但是就考出来了。这

实际上就是考查大家对民法基础理论的掌握情况。针对这一

点，大家已经不能简单的仅仅掌握我国现行法律，而且要对

民法理论有一定的把握。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三个思考的命题

趋势，今年这三个命题趋势继续在延续。 主持人：非常感谢

席老师，也看出席老师的研究非常彻底，能不能对今年民法

考题的特点进行一个预测和分析呢？ 席志国：今年我们的司

法考试，我自己经过研究，我也总结出三个特点。当然是跟

前面的几个发展趋势有关。第一个特点，就是不再直接考法

律条文，这是民法最特殊的一点，在司法考试当中，大家必

须把各个部门法自己的特征掌握清楚。根据考查特征进行复

习。像民法和刑法这样的大法已经不再是只考法条，过去有

一种观点认为记住重点法条就可以通过司法考试，但是对于

民法来说再记住基本法条根本不可能通过司法考试。举一个

例子去年第一卷30题考查点是两个一是诉讼时效的计算，另

一个是特殊侵权中的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对这两个知识点，

如果直接问大家，可能没有考生不掌握的，但是放到具体案

例当中，两个考点结合起来，广大考生就感到束手无策。

有80%的考生没有答对这个题目。这就说明大家不能再仅仅

依据手头的一本重点法条复习，必须要从理解的角度深入理

解复习。 第二个特点：实际上民法这部分，大家都感觉到比

较难。表面上都比较难，但如果大家认真准备，民法具有一



个特点是容易得分。在司法考试里面，四卷中，一卷、二卷

、三卷客观题，四卷是主观题，只有民法最容易得高分，历

届以高分通过司法考试的都是第四卷得高分，所以大家不要

有恐惧心理，只要用功学习，它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其实

跟一、二卷相比，我们经过调查第二卷及格的可能性很小，

甚至有一些地区状元，省状元二卷都不几个，像刑法、行政

法这样的法，大家复习起来无论用多大的功夫可能都难以拿

到及格分。而三卷的民法、商法部分只要用了功夫一定会得

高分。大家可以把三卷作为拉高补齐第一卷、第二卷所欠下

的分数。 第三个特点：民法的知识点多。在所有的科目当中

，民商法的知识点是最多的。对于这么多的知识点如何复习

，这就要求大家有一个体系性。如果没有体系，复习是一盘

散沙，非常零乱，复习了这个知识点就会忘了另外一个知识

点，只有把所有知识点结合在一个体系下来掌握，才可以防

止挂遗漏万。主持人：对这个问题，需要系统性的复习，可

能考生听起来比较抽象，没有感官的直接感受，席老师给我

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 席志国：这个问题我一会儿在和大

家探讨如何复习的时候会进一步谈这个问题。我现在举一个

例子说明，比如说民事法律行为的问题，大家感觉到都很头

疼，首先理解什么是民事法律行为就很头疼，民事法律行为

都涉及到哪些东西，大家感到很茫然。实际上这个东西要从

体系角度掌握它，我们就不会漏掉任何问题，第一个问题，

大家就应该掌握什么是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民事法律行为

的要素问题。第二是对它进行体系化，就是通过各种标准对

它进行分类，比如说按照它发生的后果分类，可以分为财产

行为和身份行为，对财产行为又按照发生的的是物权效果还



是债权效果进一步分成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那么债权行为

主要是什么？又是合同。我们下一步就可以进入到合同的问

题来谈了。这是它的类型化。当然类型化还有其他标准，限

于时间关系不多说了。 另外一个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

要件。而生效要件和成立要件又有一般成立要件和特殊成立

要件。哪些有特殊要件呢？这时候又要回到法律行为分类，

比如说法律行为分为要式行为和不要式行为。对于要式行为

，除了当事人有意思表示以外还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

如果不具备法律规定形式这个法律行为不成立，当然不能生

效。这个时候大家是按这个体系来掌握的。接下来大家就会

问，如果一个法律行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

件的其后果是什么。特别是已经成立而没有符合生效要件会

产生什么就会出现效率有瑕疵的法律行为。 效率有瑕疵的法

律行为又分三个档次，一个是绝对无效，相当于一个人得病

了，得是绝症的，不治之症。第二是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这

种法律行为有哪些类型？是因为什么原因？第三是法律待定

的法律行为，因为什么原因而效率待定。如果从这些角度，

顺着这个思路下去，我想你对法律行为，甚至作为作为法律

行为最主要的制度就是合同都能够了如指掌。 主持人：今年

的考试大纲和去年相比有什么比较重大的变化呢？ 席志国：

今年的变动主要体现在新增知识点，对于过去已有的知识点

几乎没有删除。但是新增了许多新的知识点，大家都知道对

于新增知识点是历届考试当中最重的，比如去年的经济法关

于银行业管理法是一个新增知识点，去年连考了三题，过去

对银行法的考查很少，只考一题甚至不考，因为新增知识点

而考了三题。今年增加了很多新知识点，大家就必须要特别



注意。 我就按照民法的各个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当然

是总论部分，民法总则部分，这部分当中主要是两个地方新

增了知识点，一是法律行为的分类新增了一种分类，就是债

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物权行为作为一个理论性、抽象性很高

的制度，新增在司法考试当中对大家增加了难度，大家必须

要认真对待物权行为，特别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的

问题，大家要认真理解和掌握。这是法律行为分类当中。当

然跟这个法律行为分类就多了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的考点，

这是法律行为部分增加了。接下来就是诉讼时效部分，去年

的时效部分只有一个知识点就是诉讼时效，今年我们在大纲

当中不但保留了诉讼时效，而且新增了取得时效制度。这是

总则部分。 第二部分是物权部分，这部分也是新增知识点最

多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物权的用益物权

部分，取消了过去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而增加了传统民

法上固有的用益物权主要是地上权、地役权、典权和居住权

，还有就是农地承包经营权。这是物权法的第一个变化，也

是最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应对未来的《物权法》并为

《物权法》的出台做准备。《物权法》大纲变化的第二点是

增加了占有制度，对占有制度的考查比例增加了，重点就是

占有的各种分类，比如说有权占有、无权占有、善意占有、

恶意占有、直接占有、间接占有等。对于占有的考查主要是

在选择题当中，特别是多项选择，比如说出一种占有方式，

下面出四个选项这是A直接占有、B间接占有、C善意占有

、D恶意占有，让你在其中选择。 债法部分变化最大，增加

知识点最集中的是侵权行为。大家都知道最高人民法院2003

年通过了关于人生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今年在知识点里面



集中增加的侵权行为部分就是司法解释中的具体解释，主要

包括雇佣人侵权、包工人侵权、负有保护义务的人未尽保护

义务而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和物质损害

赔偿的关系等问题。对于《合同法》这部分变化不大，依然

是和去年相当。 《婚姻家庭法》，今年大纲里面新增的知识

点主要是离婚时的财产分割问题，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婚姻法的解释2当中的一些知识点，主要包括有有限责任公司

的出资额、合伙中的出资、个人独资企业以及房屋等这些财

产的分割方式。大家对这部分的掌握主要要结合《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来掌握。这是婚姻

家庭部分。 对于《继承法》大纲几乎没有变化，仍然维持原

状。《商法》部分变化也不是很大。我就把知识点介绍到这

儿。 主持人：非常感谢席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有一个网友

问今年的物权法是不是民法考试当中的重点？ 席志国：当然

是重点。我刚才说了新增的知识点在《物权法》当中最有集

中也最多，而且新增知识点历年都是考试重点，所以《物权

法》当中关于新增知识点的考查比例一定会增大。 过去一般

不考查用益物权或者很少考查用益物权，今年应该是主要考

点。 网友：今年大纲特殊侵权行为修改比较大，增加了雇佣

活动或雇佣关系中的侵权行为，帮工活动中的侵权行为，道

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

动的侵权行为。关于这部分的考试，今年的考题大概以什么

样的形式设计呢？ 席志国：这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特

殊侵权行为经常会考成案例，大家首先一个准备就是四卷案

例部分有所准备，当然不是说必然以案例形式考，但是可以

以案例形式出现，所以大家就要案例来准备这部分问题。第



二多项和不定项选择当中考查的可能性比较大。 当然，不定

项和多项部分其实也就是案例，只不过第四卷的案例是大案

例，而三卷的选择题是小案例，所以大家还是要以案例形式

准备。 主持人：刚才席老师也讲到民法在整个司法考试中非

常重要，一般来说得高分或者通过的考生三卷得分都非常高

，这一点在我身上也能得到印证，我去年以386分通过司法考

试，一、二、四卷都是90多分，主要拉差距的分数是三卷，

我考了112分，这确实能够对司法成绩拉开差距起到很大作用

。 席志国：事实上许多我认识的考生，实际上是在学本专业

，比如许多硕士生他学的专业是刑法和行政法，但是二卷考

试分数并不理想，最多是刚刚及格90分左右，而学的专业不

是民法，但是民法也考到110、120分这也印证了民法得分比

较容易，实际上在民法用功是比较值的，物有所值啊！主持

人：说到民法这么重要，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内，很多考生就

会非常想知道如何在短时间内使民法的得分提高呢。听说席

老师讲过LG400三步曲的冲刺班，你能不能讲讲你在冲刺三步

曲的课程当中是如何讲授的吗？ 席志国：我先介绍一下什么

是三步曲。所谓LG400的冲刺三步曲实际上是如下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名师点评阶段，第二是考前突破阶段，第三是卷四

预测阶段。实际上这三步曲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也就是逐渐

的把知识点，把不考的知识点删除，把要考的知识点浓缩。 

我们的具体做法，特别是第二、第三阶段，通过模拟考卷和

真题预测试卷，我们争取把今年要考的知识点覆盖到90%以

上。也就是说通过三到四套考卷，能把今年的知识点覆

盖90%，这是题目的质量。在讲解这些题目的时候，我不会

就题论题，把一个题目涉及的知识点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都



给大家介绍出来。假如看到一个合伙的题目，首先要做的不

是具体解决这个题目，而是在大脑当中回想一遍，合伙在司

法考试大纲当中的知识点都有哪些？比如说第一个考查的知

识点，就是认定合伙是否成立，这也是历届考题当中经常考

到的。对这一点大家必须掌握了，合伙的特征，认定合伙的

关键是什么？共享利益、公担风险。给一个案例，当事人之

间有没有合伙关系大家就要审查是否共享利益、公担风险的

问题。接下来第二个知识点，就是合伙成立以后当事人的财

产关系，当然大家都知道合伙企业的财产是按份共有，对于

按份共有又意味着什么？每个合伙人转让自己的合伙份额是

可以的，但是合伙企业法规定必须经得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以合伙中的份额质押的也必须经过其他合伙人同意，这是

财产关系。接下来要掌握的是合伙人内部经营管理企业的权

利的问题，大家当然知道合伙人都有权利经营和管理合伙企

业，这一点必须掌握。合伙人如果以协议限制某个合伙人经

营管理合伙企业的话，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接下来大家还

要考虑到合伙人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特别规定，哪些事项必

须一致，比如处分不动产，处分无形财产，变更合伙企业的

名称等等都要掌握。再接下来的考点是入伙和退伙。入伙的

知识点是经全体一致同意，并且签订书面协议。去年的考题

就是考一个人是否加入入伙，因为他没有取得全体一致同意

，所以他没有入伙，这就导致下面的责任承担的不同。如果

入伙了他的法律后果是什么？他对入伙前和入伙后的债务都

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退伙的问题，大家要掌握的是有

哪些退伙的情形，包括协议退伙、单方退伙、强制退伙也就

是除名。当然退伙就是在发生法律情形下不用意识表示就自



动退伙，比如说合伙中的财产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丧失偿

债、死亡以及丧失行为能力等等。还要掌握一个退伙的知识

点，就是退伙的法律后果，对退伙后的债务不承担责任。大

家对于合伙企业的掌握还要和公司进行比较，比如出资上、

管理上、责任承担上有什么相同之处、不同之处。看到了一

道这样的题目就要回想这儿多东西，我们再看这个题目能不

能解决，当然肯定能解决。如果有一个知识点回想不起来，

现在就必须去看教材，看法条，赶快补充你的知识。如果我

们以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方式来做题目的话，我想司法

考试对你来说就不难了吧！主持人：到目前为止广大考生在

司法考试备考道路上已经跋涉非常久了，相信大家身心疲惫

。席老师在这里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最后复习阶段的计划和建

议吗？ 席志国：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正确心态。现在大家都已

经疲惫了，首先大家要打起精神来，绝对不能疲惫，要精神

饱满，直到司法考试第四卷答完之前不能有任何懈怠，这是

第一点。 第二，大家一定要有信心，要充满信心，千万不要

以为我今年又考不过了，我要放弃，我不想考了等等这样的

想法是绝对不能有的，无论现在的知识点掌握的如何，无论

题目做的程度如何，你都有可能通过，因为还有40天时间。

事实上最重要的也就是在最后的40天时间，其实司法考试考

的就是一种信心，一种耐心，一种毅力，如果你能坚持到底

你就能通过。所以每天你都要对自己说我一定能通过，这是

心理上大家要注意。 当然我说的有信心，并不是让自己觉得

我真的能通过了，我就可以懈怠了。而是要让大家绷紧这根

弦，接下来是怎么利用剩下40天的时间，我这里提两点建议

。第一点仍然是巩固和补充知识点。这个时候要针对自己过



去的复习情形进行一次审查，看你对司法考试大纲规定的知

识点掌握程度如何，要做到知己知彼，一定要知道自己掌握

到什么程度。 怎么来解释这个知识点呢？怎么解释对知识点

的掌握程度呢？我刚才谈到民法是一个体系，用这个体系来

检测。过去我们对民法体系有一个形象的形容叫“法律树”

，就是由树根、树干、树枝以及树叶组成。大家用这棵法律

树检查一下自己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什么是树根、树干、树

枝、树叶呢？把民法的指示体系用一个基本原则和两条主线

串起来，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意思自治原则”就是自愿原则

，体现在合同法当中就是合同自由原则。这个就相当于树根

，民法很多制度都是贯彻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比如说法律行

为、比如说合同，在婚姻家庭和继承里面也是婚姻自由和遗

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所以大家对这个原则要掌握和理解

。这个树根下有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就是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由三要素组成：主体、客体、内容。民法的主

体有哪些？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也就是第三类主体。对

于主体大家要掌握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权利能力一个是行

为能力。接下来是客体，民法的客体有哪些呢？很简单物权

的客体是物，包括主物和从物、动产不动产、种类物特定物

等分类。债权的客体是行为，债权的客体大家知道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智慧成果就是知识产权的客体。包括发明是专利

权的客体，大家对于发明要知道哪些可以成为专利权的客体

，哪些不受专利法的保护。比如说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核变化取得的物质等等。发明要授予专利应该具有哪些条件

？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第二个智慧成果是作品，哪些

作品不受法律保护。第三是商标，什么是商标？商标由什么



组成？哪些不能作为商标。 主体、客体掌握了，接下来就掌

握内容。大家都知道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

，民法是权利本位法，大家只要从权利的角度着手就可以了

。权利要进行体系化，首先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财产权分

为有绝对权的财产权就是物权，有相对权的财产权就是债权

。物权又可以进一步分类为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就是所

有权，又可以分单独所有和共同所有。他物权是分为用益物

权和他物权等等等等。债权又分为合同之债和非合同之债，

非合同之债当然是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以及缔约

过失。人身权分为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又有具体人格权

和一般人格权。大家可以用一个图标把这条主线划出来了，

这就是树干和树枝。 什么是树叶呢？树叶就是每一种权利的

具体内容。比如说用益物权的地役权，拥有哪些权利和哪些

义务。抵押权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抵押权人有什么权利和义

务等等。第二条主线就是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

实，大家都知道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就

是法律事实。任何民事法律关系都有发生、变更和消灭，这

些发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是什么引起的呢？是法律事实。

大家要掌握的第二个主线就是法律事实，又可以分为人的行

为和自然实施，人的行为分为合法行为、违法行为，违法行

为有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合法行为又按照是否以意思表示

为要素分为表意行为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和不以意思表示为要

素的行为，我们叫做事实行为。比如说无主物的先占、无因

管理行为、拾得遗失物、发现埋藏物。法律行为又可以分为

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双方行为主要是合同，合同又可以进

一步分类，单物、双物、有偿、无偿等等等等。大家按照这



样的思路把这条主线分下去。我相信你掌握了这一个原则和

这两条主线，用这两条主线检测你的知识点，你应该发现自

己在哪里是最弱的，哪里是最强了，如果已经掌握了的部分

就不用管了，针对比较弱的部分再用10到15天的时间掌握，

也就是说要用10天到15天把没有掌握的知识点全部掌握，这

是知识点的巩固和补充。 第二，15天以后你要做大量的习题

。我说的这些习题应该是经典的，比较好的习题，而不是市

面上流传的那些瞎拼乱凑的试题。这些试题首先包括历届司

法考试的真题，大家如果没有做完，一定要做完。做经典习

题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检验知识点的掌握牢固程度。接下来

就是锻炼如何运用具体法律知识解决实际案例，解决题目。

并且在做题的过程中，摸索做题的技巧。其实做题是有一定

技巧的，特别是选择题，大家如果现在了一定的技巧，即使

一个题目不会做，应该有60%的概率可以做对，对于这个技

巧，大家只能自己摸索和在课堂上听老师的介绍。在这儿由

于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介绍了。网友：今年民法难度有没有变

化，会不会突然变难。 席志国：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民

法的难度程度和去年保持平衡，即使有所增加难度也不会太

明显。 网友：民法基础理论不行该怎么办？ 席志国：如果民

法基础理论不行，建议还是要上一个辅导班，因为这么短的

时间看书已经来不及了，要上一个有基础班的司法考试辅导

班比如说我们LG400。像名师点评就是介绍一些基础理论的问

题。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自己买教材，认真的读教材。这个就

比较费时间了，大家当然可以选择了。 网友：民法往年的试

题重复率高吗？ 席志国：试题的重复率很低，几乎是不重复

，但是知识点是重复的。大家做真题的时候，主要就是解决



知识点的问题，看一下司法考试当中考哪些知识点，不是今

年会了，明年不会出现。 网友：民法案例怎么分析呢？ 席志

国：我仅就四卷案例说一下，其实民法案例考的非常简单，

实际上就是考具体的知识点，比选择题要简单，大家对案例

不要有恐惧心理，怎么来具体分析呢？首先大家看到一个题

目，要审查当事人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究竟是侵权行

为、合同还是不当得利还是婚姻继承，审查好关系以后再看

下一步，考察什么知识点，比如合同是考查合同有效无效还

是考合同的违约。如果是有效、无效就想到合同的成立要件

、生效要件是哪些。把所有的成立要件、生效要件都从大脑

当中调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审查了有效

以后一定是考违约，就把违约的特征和违约的构成要件从大

脑当中调出来，违约以后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如果审查出是

一个无因管理，就要知道构成无因管理以后当事人双方到底

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比如管理人有权要求被管理人支付

他支出的费用，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比如2003年的思考题

，只要知道这三点，那个案例就很容易解决了。限于时间关

系，不能给大家说的太多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席志国老师

给大家带来非常精细的讲解分析和预测，欢迎席老师的光临

。 席志国：谢谢各位网友，谢谢各位司法考试的考生，谢谢

主持人。 主持人：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期待明天的司法考试

系列访谈的第三场，是民事诉讼法，我们邀请的是LG400命题

组骨干成员刘鹏老师。时间和地点和平时都一样。我们明天

再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