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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司法考试已经落下维幕。新浪考试频道联合LG400特别邀

请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导师隋彭生教授和LG400司考研究团

队的李恒源老师做客新浪嘉宾聊天室，第一时间独家点评本

次司法考试。以下内容为本次访谈实录。 各位新浪的网友，

大家好！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好，2006年国家司法考

试已经落下帷幕，我们在考后第一时间特别邀请到中国政法

大学的隋彭生教授，以及LG400考试研究团队的李恒源老师做

客我们的聊天室，现场为大家点评本次考试试题。 下面我们

首先请两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隋彭生：大家好。 李恒源

：大家好。 主持人：隋老师，首先我们请您从整体上点评一

下这次考试的情况。 隋彭生：今年的考试从难度、风格和模

式来看，和去年大体相仿。一般人认为卷一的难度略有增加

，卷二的难度与去年持平，卷三的难度略有下降，卷四的难

度一般认为没有增加，但是题量有所下降，因为去年很多考

生反映做不完。所以今年卷四的题量是下降了，但是卷四的

理论性是有所增加的。卷四的分数分布在各个部门法当中有

所兼顾。比如说卷四有《民法》，《民诉》、《商法》、《

刑法》、《刑诉法》和《行政法》，它考虑了各个方面。 卷

四对于考生来说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一个瓶颈，或者说是一个

难点。今年的题量虽然有所减少，但是理论性有所增加，所

以分数到底如何还不能下结论。第四卷对于科班出身的学生

比较有利，而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只对研究真题和法条的同



学对第四卷可能会感到无从着手。 从整体来看，今年的考试

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也给我们有一些新的启示，这些启示

是： 第一，目前的司法考试它还是一个法律基础知识的考试

，还是一个职业入门的考试。要掌握法律的最基本规定，也

就是说要掌握重点法条，但是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对

原理的透彻理解。对于法律还要有体系化的掌握。 从今年的

考试以及以往的司法考试来看，靠真题打天下，靠重点法条

打天下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今年和去年的考试对理论

有所倾斜，要求考生基础知识、体系化知识比较扎实。从今

年的考试和去年的考试，我深切的感到司法考试的改革必须

进行。 这种改革简单的说，就是分阶段考试，或者更具体的

说，要分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就是要考客观题，通过客观

题了解考生对法律基本知识以及重点法条的掌握。第一个阶

段考试恐怕记忆方面要有所偏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客

观题，就是单选、多选和任意选这种客观题的考试是不能完

全对理论考察任务的，也不能完成对案例分析考察的任务。

用单选、多选和任意选的题来考察案例、考察原理，由于字

数的限制必然顾此失彼，必然漏洞百出。即使采取抑制，也

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要采取第二个阶段，也就是第二次

考试，就是理论题的考试。 第二个阶段理论的考试，要考察

学生的整体思维，要考察考生对法律精神的理解，要考察考

生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通过去年和今年的考试，我认为分两

次考的考试改革必须加快进行。应该争取在08年实行分阶段

考试，也就是分客观题和理论题两次考试。这种考试可以和

大学法学本科教育相结合，这种考试它不是和现行的大学教

育背道而驰的，分阶段考试对只拼记忆者将有很大的不利，



对提高我国法律从业人员的素质将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像去

年、今年这种考试，不能再长久的继续下去了，但是我还是

要说一句，今年的考试还是比较成功的，尽管有的考生反映

题目有点儿怪，但是从体来讲还是比较合理、比较成功的。

我对今年的考试在总体上还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这是我对

今年考试的总体看法。 主持人：好的，接下来请隋老师再给

大家谈一下，您对《民法》这一部分的认识？对于《民法》

部分的试题，今年的总体情况也给大家点评一下？ 隋彭生：

今年的《民法》题和过去一样，仍然体现在卷三和卷四之中

。今年的《民法》分数应该说在分数量上和去年相差不是很

多，除了《知识产权法》有所降低以外，应该说和去年大体

相同。 《民法》的考试应该是突出重点的，比如说物权和债

权的区别，这是《民法》的任督两脉，这是考察学生对民法

理解的一个关键点。 另外，动产的善意取得最能够反映《民

法》的理念，这些内容在考试当中出现的较少，是不正常的

。但是应当说今年《民法》的题目还是不偏不怪的，虽然有

缺憾，但总体来说还是不偏不怪的。 《民法》是万法之母，

所以考察《民法》的基础理论就显得特别重要。像今年《地

役权》考的比较好，对于今年和去年的题目我感到《物权法

》部分出的还是不错的。《债权法》的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我坚信《民法》的传统论述题将会逐步出现在考试卷

面上，这是新考生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第四卷当中出现了《

民法》、《民诉》和《商法》的内容，《行政法》的内容和

《法理》的内容，这是事先都预见到的。我感到对《民法》

题的掌握如果没有记住法条的话，记住原理也是可以得出正

确答案的。我们这些讲课的老师都预测到《公司法》的题目



比较多，比如我预见到《公司法》会有接近30分的量，很多

考生认为《公司法》的题目过多，我认为《公司法》的分数

多一些是正常现象，因为对于一个重要的新修订的法律来说

，分数多一些也能考察考生的接受能力和掌握情况。所以对

《公司法》忽视的同学可能今年就会有一些后悔。 《公司法

》的修订这是第三次修订，可以说是一个有革命性的变化。

如果没有对新法的一个体系化，或者比较透彻的掌握，恐怕

失分就会很多，甚至于《公司法》分数太低的话，可能影响

今年考试的通过。 今年的《商法》、《公司法》和《破产法

》也有所结合，但是毫无疑问，《公司法》是最重要的。重

要的新法分数很多，这是一个规律，今后考生必须对此引起

注意，绝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假如明年《物权法》通过的话

，它的分数一定也非常多，这一点几乎可以说是毫无疑问的

。 最后我还想重复一下我的想法，或者是强调一下我的观点

，我认为司考复习不能片面的追求重点法条，不能片面的追

求真题，尽管这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对法理、

法条要有一个体系化的复习，要有一个居高临下的掌握，要

有一个运用自如的掌握。现在很多考生靠背重点法条、背真

题的答案来应付考试，这肯定是行不通的。而且我预测将来

的司法考试教育必然要和高校的本科教育相融合、相接近，

我认为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网友：卷四的第二题隋老师怎

么看？ 隋彭生：卷四的第二题《民法》这一题都是有法条和

解释做依据的，应该说不是一个偏题怪题，难度还比较适中

，如果复习到位的话这一题应该是考生能够得到分数，很多

考生认为这是一个偏题，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偏题。 主持人

：请李恒源老师评价一下这次考试的形势？ 李恒源：这次的



司法考试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在体力上仍然坚持的是单

选50道，多选40道，任意选是10道。这个在一二三卷都保持

了一种统一性。去年的时候第三卷是五三二的选，今年是统

一了，从体力上的一种感觉。 在第四卷，因为以前都是10道

题，去年是8道，因为大家很多去年都感觉虽然考试时间是三

个半小时，但是仍然做这么大题量的试卷还是感觉比较吃力

，所以去年在北京地区，大约有70%的人没有做完第四卷的

卷面，所以说今年目前来说是出了6道大题，从题来看是这样

的。难度较去年包括往年来讲难度是稍难一些。 主持人：请

您从部门法的角度谈一下这次考试？ 隋彭生：首先是第一卷

，绝大部分的考生普遍感觉第一卷的难度比较难，出题的角

度比较偏。比较系统来说，像法理、宪法应该说跟去年的难

度、题量相对来说是持平的。比较新有的感觉，首先第一个

是法制史，以前是利用古代的案例来出题，今年这种形式在

扩大，绝大部分的中国法制史单选题都是用案例形式出来的

，但是难度并不是很高。 关于职业道德部分，今年在公正方

面出的题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另外，卷一当中比较值

得强调的就是三国法和经济法，三国法像信用证、反倾销，

传统的考点或者新增加的考点今年是得到了重点的突出。 大

家普遍感觉到国际司法用法条出题，现在更多的是来反映到

了结合案例提出法条。第三个角度在国际法方面，他出题比

较绕弯，比如说有一道题，中国的公司向南美的公司出售一

批货物，提到的贸易术语，国际法当中用的是CFI天津，应该

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C组术语它到货合同，所以这

个是排除掉的。另外还有一个B选项，说这个买卖是可以适

用F组术语，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F组第一个术语是FCA，



那么FCA是货交承运人，他因为是可以适用于各种方式的运

输，所以说因为中国大陆和南美是没有陆路可言的，这个也

是要排除的。 从这里来看，三国法考的还是比较细的，有点

儿类似于我们玩的“非常6 1”的脑筋急转弯。另外有一个经

济法部分，传统的重点考点，像劳动法，包括今年刚刚新颁

布的证券法，这两个在分值上不是很抢眼。相反，像土地管

理法，包括拍卖法，这两个平常的小法有不俗的表现，拍卖

法出了一道不定向选择题，大约是6分，整体来讲这就是卷一

的情况。还是比较偏、比较细的。应该说以后卷一的命题趋

势仍然会延续今年的这种方式。 第二卷在刑法部分，难度比

去年有所降低，像拐卖妇女儿童、诈骗、侵占、盗窃包括脱

逃，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罪名，考察的都是比较大陆的东西

。但是值得说明的一点，因为去年重点考察的第三章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罪，今年考察的并不是很多，分值在降低，

这是刑法。 刑诉作为诉讼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主要还是

考察法条。 第三个是行政法，行政法像今年刚刚增加的公务

员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新法在考察上都有所涉及。值

得说明的一点，就是现在司法考试的考生应该更多的用一种

理性的东西去观察和思考，比如说如果稍微细心的人，或者

比较有心的人就能想到，在2002年的时候在卷四当中有一道

行政法题，第一问就是说诉讼是属于刑事诉讼还是属于行政

诉讼？在那个卷当中已经有一道刑事诉讼法题，用排除法来

想应该是用行政诉讼，同理也是，在今年的反映当中，这个

第二卷行政法部分，单选12道，多选11道，不定向选择题3道

，一共是40分。按照行政法的分值来讲，一般每年都会占

到60分左右，这样的话肯定还有20分的题没有出到，应该感



觉到20分是属于一个大题，所以果然在今年第四卷当中，倒

数第二道题，大约有35分的行政论述法的试题就说到了，这

在分值上就可以用前面的破绽或者一种信息，来衡量或者是

预测后面的信息，这是第二卷。 主持人：请李老师从细节方

面谈一下四份试卷的情况？ 李恒源：像第三卷《民法》，《

民法》应该说第一题就是一个法律关系，这是一种传统的理

论考察点。其中后面还有两道小题，有一个题是公益诉讼，

就是说有一个化工厂污染了一条著名的河流，一个高校的师

生集体进行起诉化工厂，这个公益诉讼可否由法院受理。应

该说它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6条的，应该不予受理，当然

可以用排除法进行说明。因为有一个A选项，民事诉讼法当

中只能由法人和自然人作为主体，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还

包括其他组织。 另外D选项说这个公益诉讼民法诉讼当中是

没有规定的，所以不予受理，这个是正确的。 另外一道是技

巧性非常强的题，就是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应该说那个题如

果正面去碰它的话肯定很困难，但是从侧面来讲，除了C选

项之外，ABD都提到了法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法人是

没有精神损害可言的，所以也就无所谓赔偿的问题。因此，

用这个反向推理，一推倒就会排除三个选项，因为是单选所

以只能选C。这是关于民法问题。 商法应该说它主要还是强

调了《公司法》，因为《公司法》今年作为一个新点，从第

三卷到第四卷的总分应该能达到30分左右，包括明年《公司

法》可能还是一个重点。民事诉讼法各个考点都考察到了，

像仲裁，简易程序，调节，当事人，证据和执行都已经讲过

了。 今年综合性非常强，尤其反映在卷四当中，像第一题是

一道民法题，一共是6问，但是最后1问却出了一道刑法的问



题，就是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同理，第二道

当中虽然是民事诉讼法的问题，但却考察了民法的名誉侵权

。第三题是一道商法题，虽然主要考察的是公司法，但是在

商法当中其他的小法，比如破产法重点考察取回权，包括担

保法当中的抵押。最为突出的是第四题，直接将刑法和刑诉

结合在一起出题，从02年到现在的司法考试当中这是第一例

，考生在审题的时候应该强调，他的问题除了让你用刑法和

刑诉的相关理论进行解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谈出自

己的处理意见，也就是说要有魄有力，一定要谈出自己对定

罪、量刑的一些情节上自己的一些考虑。 第五题是一道行政

法加论述题。第六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理题，延续了去年

法理题作为最后大题的一种传统，这个大家都以为在去年是

昙花一现，因为法理在平常的考察当中并没有达到那么高度

，在今年和去年同样的，法理都占据了最后的主导地位，尤

其35分的分值比去年还要高。所以说今年感觉卷四从8道题减

到6道题，但是从组合性上，从真正问题的难度和数量上并没

有减低。 从一些考生的反馈来讲，应该大多数的考生也是做

完了卷四，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通过以上我刚刚说的第一个

特点是综合性，尤其是反映在卷四上。第二个特点，是理论

性比较增强，这个是继续去年的传统，理论性增强，甚至今

年把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依法治国也给拿到了选题当中，理论

加政策。第三个特点，就是小的案例，尤其反映在法制史上

，用小案例来出题，出一种普遍的东西。第四个特，就是传

统上都会考察的法律文书今年没有考察，我想它的确是想增

加实用性，因为法律文书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程序上的东西，

也就是说在实践当中虽然是经常使用，但是对考察来讲的确



难度比较低。只要记住格式，对其他相关内容的考察比较少

。第五个特点，仍然强调真题的作用，因为真题大家说是最

好的教科书，做往年的真题就等于是在新一年的真题，这是

正确的，但是同样要注意一个变化，就是真题并不像过去一

样原封不动考你，它在变化。比如说民法当中定义权，那道

题是2000年的一道真题，但是今年就变化出题，甚至案例都

是基本雷同的，提问不一样。另外像保证当中的终止和中断

的问题，应该说考点没有变，但是提问的方式在变化。 其实

上述的很多要点在我们的授课内容中都有所体现。 同样的，

民事诉讼法可以进行复议的决定，它一共是5种，应该是证据

保全、罚款拘留、建议执行和回避的权益，应该主要说就是

这五种，但是过去的真题考察前三种，今年又换了三种。通

过上面三个案例说明真题的考点还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

不是为了真题做真题，而是真正理解它的考点所在。每一年

的考点应该说仍然是在重复的，这是第五个特点。 第六个特

点刚才已经强调过了，就是在审题方面仍然要强调，尤其是

注意第四卷的第四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要提出自己的处

理意见，这个我想很多人是不是没有看到。另外针对考生包

括打电话，包括一些反馈的意见，他在答题卡上有一些小的

变化，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答题卡单选部分都是竖着涂的，多

选和任意选也是竖着涂。到了第三卷单选就成竖着涂的，多

选和任意选仍是横着涂的，这种形式上的变化使考生有一定

的怨言，他们说又要做难度较高的试题，注意时间，又要让

他们留意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有人

戏说这是有点儿在捉弄人。 但是就我个人认为，司法考试它

考察的是高素质的人才，它是一种精英化的选拔考试，比如



说在刑法当中的“应当”和“可以”等字眼，就是我们历史

上所注意的。同样，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本专业有一种细致

的观察，同样的，对相关的周边东西也要有一种细致和认真

在里边。从一个层面是能够来锻炼和考察一个人的素质的。

当然，从信息上来讲这种变化主要是考察它有一种AB涂卡的

考虑，就是在防作弊的问题上，防作弊的确是他的一个本意

。 主持人：现在有很多网友正在线参与我们的访谈，他们最

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何时能知道答案？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透

露一点消息？ 李恒源：我可以综合的来说一下公布答案、阅

卷等一系列工作的安排步骤。应该说在明天《法制日报》就

会公布今年的司法考试试卷，各位网友在新浪网考试频道也

可以查看到本次考试的试题。紧接着两天后，在司法网和《

法制日报》会公布答案，大家就可以对自己的成绩进行一个

简要的评估了。 第二个步骤，我们考生的所有试卷将会在近

期内运往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将由华政的信息教育学院抽调

精干老师进行统一阅卷。在十一长假之前，对上海周边考生

的前三卷试卷进行一个简要的、抽样性的阅卷。全国考生的

第四卷也将在十一之前进行扫描，这也是延续前年在天津进

行试点，去年是统一进行的一种对第四卷通过网上进行阅卷

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在十一之前，上海前三卷进行简要的

阅卷，全国考生扫描完毕。 之后将所有试卷进行封存，十一

之后将由司法部考试中心和考试司会同今年命题组的主要核

心成员抵达上海，开始紧张的阅卷工作。预计成绩仍然会

在12月份进行公布。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

先进行到这里，关于本次考试试题的详细分析，我们新浪考

试频道将在21号、22号邀请LG400授课老师进行现场点评，各



位网友再见。 (本次访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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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