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复习冲刺30天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2/2021_2022__E7_BB_BC_

E5_90_88_E5_A4_8D_E4_c36_482753.htm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

家好！今天有幸邀请到北京万国学校司法考试辅导专家韩友

谊老师和季宏老师作客搜狐直播间，为大家解决司法考试过

程中的一些问题。很多网友问到一些复习策略和辅导教材等

各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访谈前半部分为大家解决

复习方法的问题，然后，就有关辅导教材和辅导资料做一些

简单的介绍，最后，会回答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刑法、

宪法等部门法方面的问题。 30天内如何冲刺司法考试？ 网友

：现在距离司法考试有30多天了，在这30多天里如何安排自

己的复习时间呢？ 韩友谊：现在距离司法考试只剩30天，

只30天能否通过司考，是非常关键的30天。我的建议比较简

单，重点放在法条之上。要试着抠一些法条，理解一下法条

背后的立法目的，这种方法无论对法条的理解和记忆都会起

到很大的帮助。实际上，最后司法考试的重点也是在这些法

条之上。当然，大家在看法条的时候会逐渐在法条上自己琢

磨出考试的重点、难点以及疑点之所在。 第二，看法条的同

时要大量的做题，尤其把那些自己曾经做错过的题目找出做

错的原因和理由，这点很重要。第三，对于时间的把握，从

我自己学习角度和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建议把30天的时间做

一个细细分割。前十天干什么，中间十天干什么，后十天干

什么。如果每天学习是十个小时的话，也要把这十个小时细

细的划分。这样学习起来，第一效率比较高，第二也不会过

度的压力大。因为你每天都在不断完成小任务，一步一步坚



定成功。 季宏：我再补充两点。第一，要合理分配时间，主

要是按司法考试的分值分布情况进行分布，比如说民法、刑

法、诉讼法占的分值比较多，就适当安排时间比较多一些。

相对分值比较低的学科，如法理学、法制史等，时间分配就

少一些。时间只有30多天，所以在这期间能抓住就抓牢了，

不要贪多，掌握一个东西就掌握透。 论述题短时间如何突破 

主持人：有的网友会问到比较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论述题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突破？ 韩友谊：像论述题在这么短时间

突破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对于这方面的理论问题掌握和具体

运用，不像一个具体法条那么简单。一般来说，可能会涉及

到某一个部门法，比较基础的一些理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建议是，第一，在学习各个部门法，法条理解比较熟

练的前提之下，要试着发现这个部门法本身的基本目的和基

本理论，这一点在法条中也是有所体现的，往往是这个部门

法的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对这个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深刻理

解，是打入主题一个最关键的钥匙。另外，就是平时的积累

，这种积累并不是要看什么书，和看别人做什么。是你自己

怎么琢磨，养成用具体思维思考这些问题。养成这种习惯，

在走路的时候想一想，吃饭的时候想一想，睡觉前睡不着可

以思考一些刑法上一些基本的问题，对养成刑法的思维，或

者民法的思维思考一些问题是绝对有帮助的，而实际上司法

上考的就是用法律的思维思考问题而已。 主持人：季老师，

有的网友说 离考试越近他心里就越没底，他说现阶段怎么样

复习才能通过这次的考试呢？ 季宏：应该说复习的时间越长

，对自己考试越没有什么底，这其实是复习过程中必然出现

的状况。因为在复习的时候，觉得大量的题目都进入到自己



脑子里。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应该让

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不要急躁。第二个方面，在这种情况

下，在知识点上应当让自己平和下来，也就是说对每一个学

科，每一个部门法，每一个法条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重点

可以过一边，在过一遍过程中，你会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底

。最后还要强调，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有一些你没弄

懂，我们司法考试要求60％就可以过关，不要求100%，有一

点知识点不懂无所谓，但是你要把握一个东西，要想把握的

话要把握透。 主持人：有的网友说他现在模拟的分数只有三

百分左右，剩下的时间可能属于没底那种类型人，他应当怎

么突破这个分值？ 季宏：平常模拟考试已经达到300分，就意

味着他是可能过的，因为在司法考试中你如果曾经做题做错

的，以后再错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在正式的考试中，其实

你的分数还会比模拟考试有一个更大的增长。 复习做题是否

有好的参考书 主持人：像有一些网友问，现在在大量做题的

阶段，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参考书，或者是一些练习题，方

便向网友推荐一下吗？ 韩友谊：习题书确实不是很好推荐。

我首先推荐是历年真题。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在以往的

司法资料考试中，只有2003年和2004年司法部曾经给答案

，2002年及以前律师考试中出的题目，司法部从来没有给参

考答案，所以书里面的答案是学者和搞培训的人自己给的答

案，这个答案不见得是准确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看到这个答案跟法律相冲突的话，那个答案明显是

错误的（2002年以前的）。 其他习题的推荐确实比较困难，

因为目前在市面上找到跟真题相媲美的习题册是比较困难的

一件事情。 应该有两个标准是值得买的，第一个标准是这个



出版社是一个大的出版社，比如说人民大学出版社，或者是

法律出版社这样大的出版社会好一些。第二个一定要注意，

题集上的编题者敢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如果仅仅是一个司法

资格委员会，或者是一个咨询中心，以这样名字出的书我看

过很多，基本上有很大的瑕疵，有误导的情况，所以一般情

况下我们还是要买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敢写上的，因为这样他

敢承担自己的责任。 网友：今年论述题字数减少了，字数的

减少是不是对考生的要求更高了，因为答的更加精练，不知

道两位老师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季宏：论述题往往是没有

标准答案，要求是考生给出自己的观点，严格说明理由。在

字数减少的情况下，要求他说明理由语言要简明扼要，不能

多。这就要求在提炼自己语言的时候必须简练，这样对我们

的考生掌握法律基本原理必须特别到位。刚才韩老师也说过

，论述题其实就是考察对各个部门法最基本原则或者原理的

考察，这就要求大家在平时复习的过程中，首先把一些最基

本的原理或者原则记下来，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

是在平时学习中要做的。考试的过程中，如果你们不可能想

的太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量结合论述题， 再结合自己已

经记住的一些基本原则，把它搁在一块儿，得出自己的结论

，这样相对来说的简单方法。 韩友谊：我做一个补充，论述

题的字数减少很显然跟判卷老师是有联系的，因为以前要求

字数是500字，大家写的很乱。最重要是要把你的法言法语写

的更好。字数减少对大家的要求提高了，要精炼，要蒙混过

关就更难了，这个恢复了论述题的本来要求。 如何复习提高

卷一的分值 网友：经过前面两个多月的复习，我感觉对卷一

的复习还不是很成功，做起题不是很理想，这个阶段我只能



答对50％的题，面对比较多的书和法条我还是比较着急，我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在剩余30多天里怎么提高卷一的分值？ 季

宏：第一卷包含的学科比较多，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平时复习

的过程中花了力量很大，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基于这种

情况，所以我们对第一卷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因为第一卷

历来就是难点。应当把握重点，因为尽管所有的学科好像是

很杂的，但是毕竟有重点的，比如说宪法学里每年必考的知

识点有公民基本权利、选举权利、还有国家机构方面的知识

点，这是必考点。在法制史方面，从来都是考察立法方面，

其他的很少涉及。至于经济法、国际法，他们也是有重点的

，我们只要把握重点知识点就够了，不要深究。 小的学科在

时间安排上注意，因为这些学科都是要求记忆的，我建议大

家不要把这些学科放在一天里记忆，应该每天都稍微记忆一

点，反复的强化，反复的进行记忆。 加强记忆的窍门 主持人

：说到记忆这方面，有一个网友问的问题挺有趣的，他说，

季宏老师讲的都是法律里面最枯燥，最难懂，最难记忆的。

请问到底记忆方面有什么窍门，或者有什么建议能在短时间

里记的比较快，比较好呢？ 季宏：这个首先要求是反复记忆

，也就是说一个知识点是不可能一次性记忆的，第二在记忆

过程中要善于比较相类似的东西，两个类似的东西你不比较

不可能应付司法考试系的题。比如说在宪法里面有那么多提

出议案的问题，那么多议案你只有比较它们才能记得住它们

。 网友：复习到这个阶段，我感觉什么都不会了，考点都记

不住了，在这方面是不是能抓住一些特殊的问题，比如说在

现阶段到底应该抓住什么是重点？有的人说做题是重点，有

的人说看书，记法条是重点，在这个阶段到底什么是重点，



应该加强哪方面强化训练能够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季宏：这

个应该因人而宜，如果对最基本的法条都没有掌握，在这个

阶段应该把法条突破。但是我们司法考试毕竟是一个考试，

最终是通过考试检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如果你对基本

的法条已经把握了，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一些题目是可以的，

但是你连基本的法条都没有掌握柞做题是没有用处。做题的

目的是查漏补缺，在于自己的得分能力，所以不要在关注做

题的问题，但是做题是必要的。 韩友谊：记忆问题确实是比

较麻烦，有的同志可能会出现考前综合遗忘症，在这种情况

下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该记的东西他还是能记得住，

只不过是由于心理上的压力和学习的紧张暂时性忘掉一些东

西，但实际上在考试的时候表面上似乎忘记的东西，最后又

忽然冒了出来，所以第一步要给自己解压，不要那么紧张。

第二个具体到法条的记忆，我觉得法条的记忆最好办法是喜

欢这个法条，而喜欢法条很简单，如果你不断从自己的本身

看出法条的目的，那么每一个法条就变成一个小故事，此时

记忆是很容易的。就像我们记忆《天龙八部》每一步情结，

是因为它有意思，我们喜欢它，同样你喜欢这个法条的话你

就可以记住。 网友：针对历年考题，应该多看看历年真题，

看近三年就可以了吗？到底这个具体现在多长时间是比较好

的一些真题？ 韩友谊：就《刑法》而言看近三年基本上可以

了，但是各个部门法确实不一样，因为各个部门法历史传承

性是不同的，这当然像很多考生问的问题一样，这个地方反

映一个历史传承性，所以就看近三年已经足够了，但是对其

他的部门法也因学科而异。 主持人：最后一个月考生们是只

看法条串讲的讲义是不是就可以了？ 季宏：对于宪法、法理



学和法制史，这样的学科，只要记忆我的串讲提纲和题目就

可以了，提纲里包含的知识点。 如何提高做题速度 主持人：

还有网友问，只有专题讲座和真题，仔细看了三遍，但是速

度上不来，请问季宏老师在做题速度上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季宏：在做题的过程中要从题目中把握关键的信息，在这种

情况下，你必须提高自己把握关键信息的能力，把自己大脑

调动起来，这样的话其实能够把题目做快一点。另一方面要

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因为在三个小时里做那么多题目，他

必须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 韩友谊

：对于加快做题速度我有一个小补充，司法考试原理我说是

个放弃的艺术，舍得，舍得，有所舍得，才能有所得，所以

对于某些题目，如果苦思良久如果还做不出来，要大胆放弃

，否则一则浪费时间，二则是漏题，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也不一定能做的出来。法律和数学题毕竟不一样，知道就是

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是没办法算出来的，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做题要有一种判断能力和自信心，如果第一眼看

上去觉得自己想不起来的话，那么以最快的速度写一个答案

尽快做下一道题，还有在复查的时候不允许检查这样的题目

，即使检查也没有好的效果。 部门法复习的重点和难点 主持

人：在咱们谈部门法具体问题之前，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综合

的叙述，咱们部门法有没有一些重点和难点是考试中比较容

易错的？是否可以先综合做一些叙述？下面有请韩老师针对

《刑法》和《民法》为大家做一些简单综合性，如何复习，

如何解决复习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和疑难问题。 韩友谊：对于

刑法而言，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当然重点和难点很难点一

般在分则，分则有125个罪名，考试考察的75％以上不会超



过20个罪名，这20个罪名特点是非常明确的，一般来说具有

三个特征。 第一，这是常见多发的犯罪；第二，它是比较严

重的犯罪，比如说抢劫、强奸、故意杀人，一般这种比较严

重的犯罪。第三，往往是有疑难的，如果大家在复习刑法中

突然发现有那么几个罪同时具备这三点往往是最难解答的，

比如说抢劫罪、盗窃罪，考试的重点往往会放到这些犯罪上

。对于这些法条的掌握，很显然光看一个法条往往是不够的

，所以我讲课要求学员对两个司法解释是必须掌握的，一个

是1997年关于盗窃罪犯司法解决，一个是2000年关于抢劫罪

的司法解释，并且还要大量做题，对自己的能力进行检验，

这样才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对于民法而言法条也比较多，

涉及到相关小法也比较多，一般情况下民法考察50％会集中

在《合同法》，而《合同法》重点在买卖合同和《合同法》

总则。像民法通则主要会集中在自然人主体和债权，它的出

题规律和刑法也是一致的，往往是多见、常发，并且是有可

能是严重违法行为，最后往往还有疑难。 主持人：请季老师

给咱们就其他部门法，像有什么复习的重点、难点做一些简

单的介绍。 季宏：我在这里说的是法理学、法制史和宪法。

法理学是相对于比较枯燥的学科，但是我们思考考试主要侧

重基本概念的考察，以及相关基本原理的考察，它考察的重

点有一半在第一章法的基本理论上面，这个是法理学。 就法

制史而言，中国法制史占到七八分左右，外国法制史占到三

四分左右，在不管是中国法制史还是外国法制史，主要是侧

重于立法的考察，比如说对于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基本法典

的考察，它们的特点，它们是那个皇帝在位制定的这些知识

点。 就宪法而言，当然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规范文件是立法



法，它的考察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点，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

一点，立法法是我们要重点把握的，因为宪法学、法理学以

及行政法都加以考察。就宪法里还有一个选举制度和公民的

基本权利，也是每年必考的知识点，这样的法条大家一定要

把握。 对于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这个部分包含规范性文件

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它重点考察是行政诉讼法以及它的司

法解释，占到司法考试对行政法考察的一半。在国家赔偿法

部分，每年侧重于考察刑事赔偿义务机关和刑事赔偿程序 在

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部分，主要考察的是证据，以及相关

程序中有关问题。 主持人：有一些部门法具体问题，像有网

友问韩老师，对于刑法各分章里面，罪名和定罪有什么比较

好的方法在短时间里能记下来？ 韩友谊：第一个问题是他想

问一下刑法复习书，到目前为止即使推荐一本好的刑法教科

书，或者有助于提高刑法理论书很显然也没有时间，也没有

必要这个阶段看。既然你手里有《刑法46讲》，这本书是非

常好的书，我建议在这个阶段对刑法教科书看一下。其实刑

法法条自己会说话的，如果你在学习法条中你会发现跟法条

形成对话的话，你会看出立法者立法的目的的话，此时你看

任何一书都会更好的。第二是关于历年真题书选择的问题，

这个像我前面强调的，一定要注意只有2003年，2004年司法

部才曾经给答案，在2002年以前包括2002 年在内，司法题的

答案司法部从来没有给标准的答案，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答

案是很多人自己写上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万国的书

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答案做答案是欠考虑

的，但是我相信这点小瑕疵不应该成为影响你考试的原因。

有些题目在出题的时候答案本身可能有争议，可能有瑕疵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想答600分的人来说，绝对是一个

重大的伤害，但是如果只想拿360分，或者只想拿400分的同

志来说这些题目不会超过十道，其实有也无伤大雅，我们要

解决的问题有很多，不只在这个地方。 主持人：有网友问季

老师，对宪法和行政法剩下的时间里怎么复习？ 季宏：对于

宪法和行政法考法主要考法条。 主持人：像复习商法和经济

法，他们知识点比较杂，比较分散，对这两门有什么需要强

调的？ 季宏：商法里有很大一部分考的《公司法》，在每一

个经济法里考的规范性文件很多，但是每一个规范性文件考

试的重点也是主要的，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污染侵权纠纷

等等。 主持人：像现在《物权法修改草案》已经出来的，会

不会考这方面？ 韩友谊：不会，因为它只是一个草案，不是

一个立法，物权法草案只是一个草案，并没有任何法律效率

。 非法本的学生是否需要参加辅导班 主持人：以上是咱们有

关部门法一些复习细节问题，最后一个部分想针对考前冲刺

。考前报辅导班有些网友还是有疑问。现在有一个不是法律

学科的学生想参加司法考试，他问如何在复习中能够收到比

较好的效果，想跟法本毕业的学生一样，能够有一个比较好

的基础，他问有没有必要去参加辅导班，是不是参加的辅导

班就能够像受过法律本科教育学生一样的水平。 韩友谊：首

先第一个问题，对于非法的同学，我们一直是很有相信的，

因为去年参加万国培训的，通过司法考试中2400人中，第一

名是学医的人，他就是非法本，实际上万国考试前20名里面

，包括前一百名里面你会发现非常多的非法本，很显然从万

国培训的结果看，非法本通过的比例是相当大，一般来讲非

法本确实有一些律师，他没有像法律专业学生参加过的培训



，但是有这一点，非法本觉得自己往往要笨鸟先飞，下的力

气本法本同学的力气更大一些。 结合这个，一方面本身自己

比较聪明，再一个很用工，考上很容易的。 第二个问题，参

加一个系统的培训都一个人是有利的，毕竟这个培训的针对

性是比较强的，也不会浪费他的时间，而实际上参加辅导班

上课的时间一定要当成最好的复习时间，如果能掌握这一点

，这个辅导班会给你事半功倍的效果，辅导班下课你再给自

己一点，只要你把上课的时间当成最好的复习时间，我相信

这个辅导班对你一定有好处的。 法本和非法本的通过率是否

有区别 主持人：有考生问，他觉得法律本科和非法律本科两

种学生在司法考试通过率，是不是非法本占有一定的优势？ 

韩友谊：这个刚才说过，确实没做过详细的统计，司法部可

能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我没有见到。从万国培训方面，我

们可以说，没有劣势，因为毕竟学法律的人他应该有天生的

优势，但想把天生的优势转换成现实考试优势，可能并不是

那么简单的事情。往往可能是非法本的同学把天生的劣势转

换成现实优势的一个动力。 主持人：有网友最后问到，目前

阶段做题加看法条，也就是说真题再加“红腰带”，再加《

模拟考场》是不是就够了？ 韩友谊：一般情况下，从现在开

始到考试前一个星期，如果做题大约达到十套左右的话，确

实差不多。但如果达不到十套的话，基础差一些的要再做一

些题，基础比较好的同学，此时题目并不需要很多。 主持人

：今天访谈的时间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针对咱们最后司法

考试的复习，请二位老师要提醒大家最重要的是什么？ 韩友

谊：我的提醒是两点。第一点，要保证身体。我经常要求上

课的学员，在下了我的课以后不需要看书，最重要的事是第



一晚上半个小时的锻炼，第二足足的睡觉。一天晚上最少要

睡八个小时。挑灯夜战是我不主张的，学法律是不需要挑灯

夜战的。第二，要自信，只要自信，司法考试并没有什么可

怕，要对自己充满信心，无论是记忆也好，还是法条理解也

好，都要充满自信。 季宏：其实最重要是相信自己，相信自

己前面的努力没有白费，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样的话在考

试中不要过度的想，如果不通过会怎么怎么办，应当想我现

在先把这个过程过了。如果你过度关注结果，结果是很糟糕

的，要相信自己。 主持人：感谢两位专家作客我们搜狐直播

间，也感谢各位网友大力支持，像今天我们司法考试的访谈

会在明天搜狐首页有访谈回顾，也非常感谢各位网友能继续

支持我们，如果今天没有来参加，或者是没有到直播间现场

的网友，明天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整理出来司法考试访谈回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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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