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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 1．(2003-1-6)《法经》在中国法律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

地位。下列有关《法经》的 表述哪一项是不准确的?( ) A．《

法经》为李悝所制定 B．《盗法》、《贼法》两篇列为《法

经》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的思想 C．《法

经》的篇目为秦汉律及以后封建法律所继承并不断发展 D．

《法经》系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答案】D 【考点】

《法经》的内容和历史地位 【详解】本题考查《法经》的内

容和历史地位。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 郑国的法律条

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社会公布，史称“铸刑

书”，这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法经》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 成文法典，它是战国时

期魏国李悝在总结中春秋以来各国公布成文法的经验的基础

上 制定的，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法经》

一共有六篇，其中《盗法》 、《贼法》是关予惩罚危害国家

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李悝认为“王者 之政莫

急于盗贼”，所以将此二篇列为法典之首。从体例上看，《

法经》为秦汉所直 接继承，成为秦汉律的主要篇目，并为以

后的封建法律所继承并不断发展。 2．(2003-1-7)中国清末修

订法律馆于1911年8月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下列有关该 草

案的表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 A．《大清民律草案》的结构顺

序是：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 B．日本法学家参与了

《大清民律草案》的起草工作 C．《大清民律草案》的基本



思路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 D．《大清民律

草案》经正式公布，但未及实施，清王朝即告崩溃 【答案

】D 【考点】《大清民律草案》的内容和制定过程， 【详解

】本题考查《大清民律草案》的内容和制定过程。《大清民

律草案》。是 在清末修律过程中，由沈家本、．伍廷芳、俞

廉三等人主持的一项工作。具体的编撰 工作，自1907年起正

式着手，聘请当时为法律学堂教习的日本法学家松岗正义等

外国 法律专家参与起草噩作。修订法律馆于19’11年八月完

成全部草案。该《大清民律草 案》分为总则、债、物权、亲

属、继承五编，其中总则、债、物权三编由松岗正义等 人仿

照德、日民法典的体例和内容草拟而成。修订民律的基本思

路，仍然没有超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窬帧Ｔ凇

洞笄迕衤刹莅?gt.完成后两个多月，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

清王朝的统治迅速崩溃，因此这部民律草案并未正式颁布与

施行。 3．(2003-1-8)下列有关罗马法复兴运动的表述，哪一

项是不正确的?( ) A．意大利的波伦亚是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发

源地 B．14世纪的评论法学派在罗马法复兴运动中起了开创

性的作用 C．经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在中世纪后期形成了一

个世俗的法学家阶层 D．罗马法的复兴构成近代自然法学说

的思想来源之一 【答案】B 【考点】罗马法复兴运动的过程

和意义 【详解】本题考查罗马法复兴运动的过程和意义。公

元1135年在意大利北部发现 《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从

此揭开了复兴罗马法的序幕。意大利波伦亚大学最先 开始了

对罗马法的研究。学者采用中世纪西欧流行的注释方法研究

罗马法，因而得名 为“注释法学派”。注释法学派在复兴罗

马法的运动中起了开创性的作用。经过罗马 法复兴，以研究



《国法大全》为突破口和中心，法学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

一个世俗 的法学家阶层。近代自然法学说和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口号，是十七、十八世纪新兴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斗争

的主要思想武器，而近代自然法学说的思想根源正是罗马时 

代的自然法思想以及自由人在私法关系上的地位平等原则。

4．（2004-1-15）下列哪一选项不属于我国西周婚姻制度中婚

姻缔结的原则?( ) A．一夫一妻制 B．同姓不婚 C．“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 D．“七出”、“三不去” 【答案】D 【考

点】西周的婚姻制度的缔结与解除 【详解】同姓不婚、“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七出”、“三不去”都是西 周时

期的婚姻制度。但是“七出”、“三不去”应该说是一种解

除婚姻的制度，而不 是婚姻缔结制度。另外，西周实行“一

妻多妾”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一夫一妻” 制。 5．

（2004-1-16）下列有关清末变法修律和司法体制变革的表述

哪一项是错误的?( ) A．清末修律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改变了传

统的“诸法合体”形式，明确了实体法 之间、实体法与程序

法之间的差别 B．清末修律使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

解体，同时也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奠定了初步基础 C．在司

法机关改革方面，清末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

审判机关； 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检察和司法行政事务，

实行审检分立 D．清末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考试任用制

度 【答案】C 【考点】清末变法修律的基本特点、内容及历

史意义 【详解】清末的司法体制变革是：将大理寺改为大理

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 ，在地方分别设立各级审判厅作

为审判机构；改刑部为法部，专掌全国司法行政事务 ，不再

承担任何审判职能，以示将行政和司法分立。在各级审判厅



内设置相应的检察 厅，实行审检合署制度。因此C是错的。 6

．（2004-1-17）衡平法是判例法的一种形式。下列有关衡平

法的表述哪一项是不正 确的?( ) A．衡平法是通过大法官法院

的审判活动，以法官的“良心”和“正义”为基础 发展起来

的 B．英国15世纪正式形成了衡平法院，并逐渐发展为一个

独立于普通法的衡平法 体系 C．衡平法程序简便、灵活，法

官判案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D．衡平法对普通法来说是一种

“补偿性”的制度，所以当二者的规则发生冲突 时，普通法

优先 【答案】D 【考点】衡平法的形成及其特点 【详解】衡

平法也是一种判例法，是根据大法官的审判实践发展起来的

一套法律 规范，以“公平”和“正义”为基础。公元15世纪

，英国正式形成了衡平法院，并逐 步发展为一个独立于普通

法的衡平法体系。衡平法对普通法来说是一种“补偿性”的 

制度，所以当二者的规则发生冲突时，衡平法优先。 7．

（2004-1-18）下列有关德国法和法国法的表述哪一项是正确

的?( ) A．德国封建时代最著名的习惯法汇编是1220年的《加

洛林纳法典》 B．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制定了《民法典

》、《商法典》、《刑法典》、《 民事诉讼法典》和《刑事

诉讼法典》，但尚未形成“六法”体系 C．魏玛共和国时期

颁布了大量的“社会化”法律，如《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 

》、《德国改造法》等 D．由于德国民法具有“潘德克顿学

派”的理论基础，相对于19世纪大陆法系其 他国家而言，其

结构更加严谨，概念更加准确 【答案】D 【考点】封建时期

和近、现代的德国法和法国法 【详解】德国封建时代最著名

的习惯法汇编是《萨克森法典》；在拿破仑统治时 期，法国

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



法典》和《刑事 诉讼法典》，再加上宪法，形成了法国的“

六法”体系；魏玛共和国时期颁布了大量 的“社会化”法律

，如调整社会经济的法律和保障劳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国成

为经济 立法和劳工立法的先导。《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

、《德国改造法》等是法西斯专 政时期颁布的法律 8.

(2005-1-15)西汉末年，某地一男子偷盗他人一头牛并贩卖到

外乡，回家后将此 事告诉了妻子。其妻隐瞒未向官府举报。

案发后，该男子受到惩处。依照汉代法律， 其妻的行为应如

何处理？ A．完全不负刑事责任 B．按包庇罪论处 C．与其丈

夫同罪 D．按其丈夫之罪减一等处罚 【答案】A 【考点】汉

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制度 【详解】汉律儒家化的表现之一

为“亲亲得相首匿”，主张亲属间首谋藏匿犯罪 可以不负刑

事责任。来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

理论，对卑幼 亲属首匿尊长亲属的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

任。A项正确。 9. (2005-1-16)南宋庆元年间，某地发生一桩“

杀妻案”。死者丈夫甲被当地州府 逮捕，受尽拷掠，只得招

认“杀妻事实”。但在该案提交本路（路为宋代设置的地位 

高于州县的地方行政区域）提刑司审核时，甲推翻原口供，

断然否认杀妻指控。提刑 司对本案可能做出的下列处置中，

哪一种做法符合当时“翻异别勘”制度的规定？ A．发回原

审州府重审 B．指定本路管辖的另一州级官府重审 C．直接

上报中央刑部审理 D．直接上报中央御史台审理 【答案】B 

【考点】宋代的“翻异别勘”制度 【详解】宋代实行翻异别

勘制度。在诉讼中，人犯否认口供(称翻异)，事关重大 案情

的，由另一法官或别一司法机关重审，称“别勘”。B项正确

。 10. (2005-1-17)汉代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情：齐太仓令获罪当



处墨刑，其女缇萦上书 请求将自己没为官奴，替父赎罪。这

一事件导致了下列哪一项法律制度改革？ A．汉高祖规定“

上请”制度 B．汉文帝废除肉刑 C．汉文帝确立“官当”制

度 D．汉景帝规定“八议”制度 【答案】B 【考点】汉代首

废“肉刑” 【详解】汉文帝开始刑法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发生

在文帝13年的一件事情：齐太仓 令获罪当处墨刑，其女缇萦

上书请求将自己没为官奴，替父赎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断 绝

犯人自新之路的严重问题，文帝为之所动，下令废除肉刑。B

项正确。 11. (2005-1-18)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世界近代

法制史上的第一部民法典，是 大陆法系的核心和基础。下列

关于《法国民法典》的哪一项表述不正确？ A．该法典体现

了“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涉”这一立法

精神 B．该法典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性 C．该法典的影

响后来传播到美洲、非洲和亚洲广大地区 D．该法典首次全

面规定了法人制度 【答案】D 【考点】《法国民法典》的意

义 【详解】《法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部民法典，

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 代性。在法典中，与自由竞争经济条

件相适应，体现了“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 最小限度的

干涉”这一立法精神。随着法国和在其影响下制定本国民法

典的国家的扩 张，《法国民法典》后来传播到美洲、非洲和

亚洲广大地区。《德国民法典》规定了 法人制度，这是资产

阶级民法史上第一部全面规定法人制度的民法典。D项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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