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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2005年司法考试将于9月17号到18号进行，所以这一段

时间属于考前复习阶段，非常紧张。在此我们邀请到了北京

海天学校的校长王启富老师，和北京海天学校的司法考试的

负责人高山作客搜狐教育直播间为大家解说有关司法考试过

程中的一些问题，并为大家提供一些实用性质的辅导。欢迎

大家提问。首先请高山为大家解说一下2005年司法考试的最

新动态。 2005年司法考试报考动态最后40天如何合理安排复

习时间 高山：大家好！北京司法考试报名是2.1万人，去年全

国是19万人，通过率是11％，司法部对这个通过率比较满意

。所以今年的通过率基本保持在10％左右。并且司法部对去

年的命题情况非常满意，所以咱们今年题的难度和题型不会

有太大的改变。同学复习的时候对历年考题和题型都要把握

一下。 不知道同学们注意了没有，今年的第四卷答题技巧方

面有一些改变，只允许用黑子签字笔和黑色钢笔，以往圆珠

笔答卷将影响考试成绩。并且第四卷的论述题将采用稿纸的

形式，所以大家在答这方面题的时候要注意字数的要求。 今

年明确规定了考生在第四卷不允许在非规定区域答题。这些

都是新的变化。同学如果没有注意到在第四卷就会因此失分

。这是我所掌握的比较新的司法考试动态。 法条阶段如何复

习、如何利用真题掌握知识点？ 主持人：针对这次司法考试

的变化，或者是根据报考情况的动态，今年司法考试包括考

点，尤其是如何复习，现在复习到什么阶段？王校长您在这



边作为司法考试的权威专家，是不是可以给考生做一个复习

规划。比如说现在进行到什么阶段，怎么样复习，从宏观角

度给大家阐述一下。 王启富：一个就是基础知识，凡是列入

应考范围的基础知识还是要把握住。因为要临近考试了，对

基础的东西一方面要加以理解，第二方面要适当的加以记忆

。 另外一方面就是抓重点，抓住最主要的内容。 从司法考试

来讲，一个是我们有教学的基础知识，另外考试很大的部分

都是法条部分。这个时候在理解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我们要

下一点功夫或者是集中一段时间，把考试大纲当中所规定的

我们应该掌握的法条要抓紧时间搞清楚，把基本的内容掌握

住。 最后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自我测试一下。可以用一些

过去考过的试题，引用一些过去的试题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

培训学校提出的试题测试自己。看看自己对所学的知识或者

是应考的内容把握了多少。如果能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

基础就比较好了。如果现在还处在50％以下，那可能就需要

补救，采取一些重点补救的办法。因为自我测试是衡量自己

的应考大纲里规定内容的理解与掌握。虽然不能完全代替今

年的应考，但是把握了这些试题，就有助于我们掌握重点，

掌握一些难点。并进一步对一些问题进行消化和理解。 主持

人：王老师的意思是，历年真题还是非常重要的。 王启富：

对。最少在两年之内的考题。就是近两年的一些题目，把握

了以后一个是排除法，就不需要再下很大功夫。再一个是考

题上没有的，我可以着重把握。 高山：司法考试就是重者恒

重，重点永远是重点，不可能说今年考这个重点，明年考那

个重点。我们海天学校专门研究了一批题，有一个专家团队

最少都是博士，去研究这些题。对出题方向进行了很好的掌



握。 所以同学做这方面的题，尤其是做我们海天模拟卷子，

只要是今天上的网友发送短信到一个手机号上就可以免费索

取。 网友：过去出过的题，会不会今年遇到过的，今年还会

出？ 王启富：做过去的题有一个好处就是举一反三，并不一

定还考，但是知识点还是这个。第二点，能够看出出题的重

点，包括历年出题的重点在什么地方。第三点，能够把握近

年出题的方向、动向、去向，逐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些出

题的去向。当然不一定今年考了明年还考，或者是去年考了

今年还考，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就好像不太可能考原题。 针

对法理学部分的难点、重点，应该如何复习？ 主持人：据我

们所知王校长在司法考试的法理学方面特别有研究，所以在

法理学方面，王校长您是不是可以就我们一些知识点、重点

在哪里，如何去复习法理学，如何准备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给我们进行一些阐述。 王启富：从司法考试来讲法理学的范

围就是四章的内容。从历年考试情况来看，出题的主要的分

量是在法理学的第一章，几乎占到每年出题的一半左右，并

且这一章的内容比较多。一般教材，法理学就是八章内容，

集中了相当一批重点问题。所以，我们考虑第一章是重点。 

其他章节，这三章基本上出题量是一般的。要把握这么一个

动向。 主持人：出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题型呢？ 王启富：主

要是客观题、选择题。从去年大纲提出来，法理学可能要出

论述题（主观题），给你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是涉及的理论

让你去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个从去年大纲提出来，而

去年的法理学并没有出论述题，今年会不会出论述题，现在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法理学还是着重在客观题上，另外一种

可能性，法理学要跟民法、宪法、刑法结合在一起，共同论



述某一个理论问题，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就是这个论述题要

朝出法理学本身，要同其他部门法或者是宪法、民法、刑法

当中的内容，用这几个学科的知识共同论述一个问题，也可

能是以法理学为主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也预计到

可能会这样出题。 这个问题也不要感觉太难，关键问题还是

掌握法理学的基本原理。只要把法理学的基本原理掌握了，

它从哪个角度出题，或者是跟哪一个部门法相结合出题，我

们都可以回答出来。 主持人：可能觉得法理学重点部分还是

在第一章。 王启富：当然也不要忽视其他章节，这一章的出

题量比较多。 主持人：您觉得法理学有哪些难点需要特别强

调，或者是在复习当中特别注意的地方？ 王启富：难度较高

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是法的价值问题。这个可以作为法理

学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可能在理解上有一些网友

过去在学法理学的时候，好像不是很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

们现在从司法考试来讲，要强调这个问题。当前这是法理学

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重点，相对来讲也是一个难度大一点

的问题。 从现在的考题来讲，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法理学的理

论和实际问题结合比较紧密，这也是我们考试当中可能会遇

到的一个难题。有的是纯理论分析，法理学是理论性比较强

的学科，很多情况下通过实际的事例或者是案例让你来思考

法理学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民法、刑法、宪法，这些学科的

学习知识我们遇到实际问题不外乎也走不出这几个学科的实

际问题，或者是民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刑事方面的问题，

这样可以用法理学去联系解决实际问题。现在考试的总的去

向，要求司法考试的理论，考察考生在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很多的理论问题都涉及在了一起，这样



就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在低通过率的情况下，如何复习最有

效率？ 主持人：刚才高山介绍过了，司法考试往年的一些通

过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就是在考试类里面。很多网友想知道

，在如何低的通过率情况下怎么样复习才能最有效率，能够

成为一位成功者。您以一位过来人的经验给我们介绍一下。 

高山：复习过程当中首先要注意大纲的变化，这是主要的。

因为每年大纲就是考试范围，大纲新增和新减的考点必须要

掌握，不然的话就会徒劳无功。同时法条很重要，3分法律关

系的定性，7分法律法规的掌握就是靠记忆，我们海天学校有

法条班，设为司法考试的范围是19000多条，必考是2000多条

，那10000多条几乎不考。如果考生没有目的的话就是大海捞

针。所以这个课要听。7分法律法规掌握的以后，3分法律关

系的定性就需要靠一些习题，我们海天的辅导班就是法条习

题班。 法律关系定性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多做题，有一种感

觉在那儿。因为司法考试的时间非常紧，没有时间去想这到

底是什么关系。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关系，该用什么法律法规

，把这两具备了才能答对。 很简单的问题，A、B、C、D四

个选项都是四个案例，所以考察这个速度和质量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法律法规的掌握非常重要。当通读书本理解的才能

掌握好。现在非法律专业的通过率很小，以前还很高，因为

那个时候就是死记。而这个深度，单看法律法规是看不到，

通过看以前的书本才能理解，看到法条才知道它考什么，要

考什么，有多的深度。所以法律法规要结合对课本的理解。

对于现在快考试而言，现在把书本读薄了，把过去做的例题

和真题做一遍，错的方面再对应相应的方面去看。 再一点是

信息的搜集，参加辅导班比不参加辅导班的同学通过率要高



多，我们去年通过率是40％多，北京的通过率是14％左右。

因为辅导班有专门研究司法考试的人员。每个同学自己去研

究是没有这个时间和成本的。通过这样的研究，对司法考试

具体出什么样的题，甚至到出什么样的案例题，包括方向是

盗窃还是抢劫，这些方面都压的比较准。所以辅导班最后的

作为就是信息搜集。我们冲刺班就会请一些很好的老师，他

们都是历年研究司法考试，他们知道重点在哪里，都是找最

重点的去讲。你再把这些复习一遍，考前对你会非常有好处

。这个心情就会不一样，考试效果也会好。以我的经验，感

觉比较管用。 司法考试是不是越来越难？难在哪里？ 主持人

：有一种说法，认为司法考试出题是一年比一年难，因为考

试通过率在下降。尤其是有很多网友在问到底有什么捷径？

比如说新大纲出来了，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书本去复习，从您

专家的角度，用一些比较实用性质的内容给我们网友支支招

。 王启富：一种趋势可能会越来越难。难在什么地方呢？不

是难在跑到书本之外，比较难的题目不可能全难，最难的大

约是在20％左右。最大的难，就是让你用学到的书本知识、

法律知识点解决实际问题的难度。 不是仅仅背上这几条，就

可以表明你能够考上。司法考试一通过以后就可以从事律师

工作了，或者可以直接到法院当法官、检察官。当法官、当

检察官的前提不是仅仅背上几个法律条文、法律知识，或者

是懂得了哪些理论。关键问题，就是碰到实际问题能不能用

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它。当然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断的

提高。当你直接进入工作之前，也就是在当律师、法官之前

，就要你具备这么一种解决实际问题、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是要有一定的能力。 这个能力对很多人来讲，不太具备。



从社会实际情况来看，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发

展所提出的实际问题也越来越广泛、复杂。很多问题是我们

在正常情况下很难预料到的，或者是在课本上很难提出来的

问题。这样拿出实际问题让你分析，当然就有难度。 有的问

题，实际的专家对某些问题有可能还要思考思考。我们运用

这些知识解决问题就是一个功夫。 我刚才说过要做一下历年

的考题，这样会有了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了。就书本的

知识来讲不会越考越难。我认为难点就是对实际问题的分析

能力。 司法考试试卷四的答题技巧 主持人：卷四就是专门的

主观题，比如说有案例分析题、论述题，甚至是司法文书的

写作题，像王老师说的还有有关实际运用的能力，会在卷四

上体现的特别突出。您觉得在卷四上应该有哪些特别的复习

方法？或者是应该如何应对这三种主观题。 高山：卷四的案

情一般比较复杂，考察的知识点比较复杂。是跨越了多个学

科，包括民法、刑法等等。所以卷四大部分考生比较头疼。

我觉得首先心理方面要注意，很多考生说平常就复习前三卷

，其实只要复习好前三卷，又具有一定的综合能力就可以答

好第四卷。 所以心理不要惧怕第四卷，并不一定非要单独做

案例题才能体现出来。同时在语言方面，也就是法言法语，

如果说外行话肯定得不了高分。平时复习的时候就把自己当

做律师法官，平常说话的时候就要这样做，就不会说出“裁

定不支持原告诉讼请求”这样的话。再有就是素材，以及当

前的法律热点问题，可以看一下《今日说法》，甚至连续两

年出的案例题在《今日说法》上都有体现，我复习的时候就

老看《今日说法》。包括《南方周末》可以多看一些，有很

多的案例报道。还有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去年有一个论述题



，就是“人民调节司法解释的重要性的认识”。邻居两个人

吵架，让你论述用哪种方法解决这个纠纷最好？有很多同学

说诉讼是最好的解释方式。其实这道题是有标准答案的。所

以要关注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以及法治热点问题。 再就是技

巧方面。针对问题问什么答什么，像“拐弯妇女儿童罪”，

但是具体到案例，到底是拐卖妇女还是拐卖儿童，这个案例

是拐卖妇女，就要写是“拐卖妇女”。去年司法考试考了一

个强制猥亵，很多同学“猥亵”两个字不会写。这个一个大

忌。这都是一些小技巧。 主要就是包括心理、语言、技巧和

素材这四个方面。 最后40天如何合理安排复习时间 主持人：

距离九月份的考试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针对这段时间

如何安排自己的复习时间呢？ 王启富：按试卷来集中复习。

明确在试卷里面，你感到哪一章卷子我目前已经能够大部分

内容都掌握了，哪一部分的试卷内容我现在还比较生疏或者

是还没有完全掌握。按照四章卷子的内容来划分我的时间。 

利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按照40天来算，四章卷子，平均划分

就是每一章用十天。 如果感到某一章卷子内容比较熟悉就少

花一点时间，就花一星期左右。如果说，有些难度较大的，

感到生疏的内容可以适当用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充分利用

好这40天，按卷子来复习。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更快一点。就

不要一门课一门课的复习了。 这样的安排思考问题会容易一

点。另外一点，一边看一边要思考问题。包括内在的关系、

联系，以及跟实际问题的挂钩，是不是能够掌握了，这个需

要思考。思考的目的是理解加记忆。这样有助于遇到问题，

可以临场发挥好。当然不是说你思考的问题正好就是考试的

题目，但是你思考问题可以有助于对临场问题的认识。思考



的过程还有一个提高的过程。我们法学有一个特点，很多问

题都有交叉的地方。特别是法理学，它跟宪法、民法、刑法

、行政法以及很多部门法都有联系。有些问题在这个法里面

也讲，在哪些法里面也讲。从法理学来讲，很多理论就是从

部门法当中总结出来的。这样的话，涉及了很多部门的基本

知识，都需要通通思考。 我的意见是最好能分卷来复习，并

且要加以思考。 高山：只有思考了才能发现问题，因为考点

不是看出来的。 王启富：同时要注意实际问题。就是当前社

会的热点，就是从法制的角度来讲经常碰到的一些实际热点

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关注。 网友：我打算明年的时候考司法

考试，现在要是复习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呢？系统复习时

间最好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 王启富：如果明年考的话，

现在就一门课一门课开头学。另外看这位网友本身是法律本

科毕业还是其他专业毕业，如果是法律本科毕业，因为你都

学习过了，基础知识比较能掌握。在这个基础上，你就学会

综合了。如果本来就不是法律本科毕业的，我的建议是你一

门课一门课从头开始复习。 今年如果来不及，明年适当参加

一些辅导课。辅导教员，特别是有经验的辅导教员，通过辅

导以后会帮助你很快进入这个学科，抓住它的重点、难点。

如果原来没有学过的话，自己重新琢磨会花得时间很多。从

海天学校来讲，原来聘请的都是一些有经验的辅导老师。辅

导以后，学生就很快感觉到自己把握了这个学科的大框架，

可以很快引导他入门。并对一些问题很快有所把握。老师的

辅导很重要。如果是明年考的话，今年需要注意一些这样的

问题。 高山：如果没有临近考试的话，现在复习可能会觉得

比较枯燥。因为临考试比较远，针对这种情况，最好让他早



早着手看历年考题，这都是一些有意思的案例。因为历年考

题都配有解析，你不要去做，看完这个题以后就看解析。起

码对司法考试是一个怎样的考试以及难度都有了大体的掌握

。最开始先看一些历年的考题，再看课本。这样就会看出一

些重要的东西，也会提起你学司法考试的兴趣。我当时学习

的时候就会觉得对司法考试比较有兴趣，不会觉得枯燥。我

会经常思考，反而感觉我思考的这个题在司法考试当中就考

了。所以对历年的考题需要很好的看一下。如果你是法律专

业的话，明年3月份再看也是绰绰有余。如果不是法律专业的

话，现在就需要看了，看基本科目。3月份再进行一个系统的

对司法考试的复习。当然这个确实比较苦，别人是四年的时

间，你是用几个月来学习。 如何选择合适的辅导班？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辅导班特别多，选择辅导班的时候如何注意呢

？ 王启富：这个问题网友比较关心，这也是实际问题。因为

上一个辅导班好，效果就好。辅导班上的不好，花了钱，还

影响了自己的情绪。辅导班的衡量，当然广告现在比较多，

也不好分辨。不过我们从实际的操作来看，一个问题就是辅

导班是不是一种经过批准办的，有办学资质的学校。它不是

几个人结合在一起，办的辅导班。必须是一个经过批准、成

立的有资质证明的合法办学单位。 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辅

导教师、师资力量配备。 这些在广告当中都可以看到，广告

师资要和实际一致。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师资不到位。广

告是一回事，实际里又是一回事，所以要选择师资到位的学

校。 第三方面，就是服务。我们考生集中学习，办学能为考

生提供比较好的学习环境，这种学习环境对他听课会起到很

大的促进作用。条件不好、环境不好，会影响情绪，也影响



效果。弄不好会适得其反。 高山：选辅导班要看资质、师资

，这一点非常重要。好老师和不好的老师带出的学生确实不

一样。我本身也是深受其感。 王启富：名师出高徒，确实是

在最后集中的时间里面，名师指导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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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