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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概述

2004 年 11 月 12 日晚 11 时 30 分，海南东线高速路 122 公里处发生一起车祸：海南某公司的韩某被大货车
挤压到护栏上两个多小时，万宁市人民医院的 120 急救医生到达现场后仅仅是简单地查看了一下情况，并没有
采取任何救援措施就返回急救车上。最终。韩某因失血过多，两小时后死亡。
如何解决这种耻辱性的以“见死不救”为标志的时代道德困境，是诉诸法律，还是重建道德呢？

考 点 梳 理
一、法的概念和特征
（一）法的概念
法是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二）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是由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1．阶级意志性：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人民）。
2．物质制约性：法的内容、产生、变更都由统治阶级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三）法的基本特征
法是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为人们的交互行为
规范性
提供了一个模型、标准或方向
国家意志性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了国家的意志

国家强制性

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最后保证手段的规范体系，具有国家强制性

普遍性

法在国家管辖范围内普遍有效

程序性

法是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的规范，具有程序性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5 年山东）
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

）

A．阶级斗争状况

B．统治阶级意志

C．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D．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吉林）
法的本质特征在于（

）

A．法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
B．法具有规范性
C．法具有国家强制性
D．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二、法的作用
法的作用指法对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所具有的实际的、现实的影响力。法对社会及其公众最基本、最直接
的作用是法的规范作用。根据行为的不同主体，法的规范作用可分为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五种作用。
（一）指引作用：对本人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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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的指引：人们必须根据法律规范的指示而作为或不作为。
2．有选择的指引：人们的行为有选择的余地，可以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
（二）评价作用：法律具有衡量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作用。
1．一般评价：广泛主体作出的评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专门评价：专门机关作出的评价，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预测作用：公民、法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等主体预测相互之间的行为。
（四）教育作用:通过法的实施使法律对一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1．反面教育:通过对违法行为实施制裁，起到警示和警诫的作用。
2．正面教育:通过对合法行为加以保护、赞许和鼓励，起到表率和示范的作用。
（五）强制作用：对违法者加以处分、处罚或制裁。
【总结】指引自己，评价他人，预测相互行为，教育大多数，强制一小撮。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 年江西）
关于法的作用，下列理解正确的是（

）

A．王某预测李某非法传销，至少要判有期徒刑 5 年，体现了法的预测作用
B．肖某学了刑法后打消了抢劫的念头，体现了法的指引作用中的个别指引
C．赵某因散布谣言被罚款 300 元，体现了法的强制作用
D．陈法官依据诉讼法规定主动申请回避，体现了法的教育作用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安徽）
张某因乱停车被罚款 100 元，这体现了（
A．法的指引

B．法的教育

）作用。
C．法的预测

D．法的强制

【经典真题 3】（多选题）（2019 年山西）
张某因在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被指控为组织考试作弊罪，被某市中级法院公开审判并作出了有罪判决，许
多市民和学生都参与了庭审旁听，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发挥的规范作用是（
A．教育作用

B．预测作用

C．评价作用

）

D．强制作用

三、法的分类
国内法：宪法、民法、诉讼法等
按照法的创制与适用主体的不同
国际法：领土法、国际海洋法、国际航空法等
根本法：宪法
按照法的效力、内容和制定程序（法律地位）的不同
普通法：行政法、刑法等
一般法：刑法、民法等
法的分类

按照法的效力范围的不同
特别法：兵役法、教师法等
实体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
按照法规定的具体内容的不同
程序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
成文法：制定和公布的以文字形式表现的法
按照法的创制和表达形式的不同
不成文法：由国家认可的不具有文字表现形式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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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单选题）（2018 年天津）
按照制定和实施法律的主体不同，可以把法律划分为（

）

A．根本法和普通法

B．一般法和特别法

C．国内法和国际法

D．实体法和程序法

四、法与道德
实际上，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两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很多不同，如下表所示：
分类

法律

道德

生成方式

人为形成

自然生成

内容

权利和义务

主要强调义务

表现形式

法典、法规等具体的规范性文件

约定俗成（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之中，内容比较抽象、模糊）

调整范围

小

大（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

作用机制

国家强制

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

解决方式

可诉性

不具有可诉性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4 年陕西）
对于道德与法律，描述不正确的是（

）

A．道德是法律的外延
B．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C．道德是自发自律的行为
D．法律具有阶级性，但道德没有
【经典真题 2】（判断题）（2015 年四川）
公共生活中，道德和法律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来维护公共生活中的良好秩序，
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

【经典真题 3】（判断题）（2015 年江西）
在法律健全完善的社会，不需要道德。（

）

专 题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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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法的运行

考 点 梳 理
一、法的制定
法的制定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
种专门活动。
（一）立法程序
立法程序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法定步骤和方式。立法程序,
通常是以下四个步骤：

提出法律草案

审议法律议案

通过法律议案

公布法律

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其立法
职权范围内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一个代表团或者
30 名以上的人民代表联名，也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其立法职权范围内
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法律议案提出即进入审议或讨论法律议案的阶段。法律议案在提交审议
前，可以将草案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各专门委员会审议立法议案涉及
专门性问题时，可以邀请有关代表和专家列席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
法律议案经审议后，即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表决。一般法律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过半数通过，宪法修改草案须经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
通过
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通过后，由国家主席公布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7 年吉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下列行为不属于立法活动的是（
A．法的修改

B．法的制定

C．法的汇编

）

D．法的废除

（二）法的渊源
法的渊源是指法作为行为规则的具体表现形式。根据制定的机关和效力层级及范围的不同，我国法的渊源
主要分为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两种。
1．正式渊源是指那些具有明文规定的法律效力并且能够直接作为法官审理案件之依据的规范来源。
2．非正式渊源是指那些不具有明文规定的法律效力，但却具有法律意义和说服力并可能构成法官审理案件
之依据的准则来源。
具体分类如下表：
宪法
正式渊源
法律

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闭会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
非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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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民族自治法规
规章

非正式渊源

专指国务院制定的有关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省级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和常委会
市级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的人大和常委会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部门规章：由国务院各组成部门制定
地方政府规章：由省级政府、设区的市的政府制定

特别行政区法律

港澳基本法、特别行政区的立法会的立法

国际条约和惯例

批准加入的国际条约和惯例

党的政策、伦理道德、习惯（社会习惯）、判例、法律学说等

制定主体

修改主体

解释主体

监督主体

宪法

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

全国人常

全国人大、全国人常

法律

全国人大、全国人常

全国人大、全国人常

全国人常

法院、检察院

1.法的解释权为全国人常独有
注意事项

2.全国人大制定修改基本法，全国人常制定修改除全国人大制定修改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3.全国人常提议或 1/5 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由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的多数通过，启动宪法的修改

关于效力：

宪法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法律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地方性法规、规章
1．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
区域内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2．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判断原则】上位法大于下位法；同级人大大于同级政府。
关于适用：
1．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
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
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2．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根据授权
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 年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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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法的渊源，是指法的具体外部表现形态。下列不属于我国法的渊源的是（
A．宪法

B．行政法规

C．地方性法规

D．我国尚未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

）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 年青海）
法律形式又称（

）

A．法律规定

B．法律渊源

C．法律条文

D．法律文件

（三）法律部门
法律部门又称部门法，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
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划分的标准是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调整方法。
我国的法律部门主要包括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经济法、程序法、社会法和军事法。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6 年重庆）
按照（

）的不同，可以将法律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

A．法律法规的数量

B．制定法律的机关

C．执法的主体

D．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调整方法

（四）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也称为部门法体系，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为不同的法律
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有机联系的整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
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
有机统一整体。
【经典真题】（单选题）（2016 年湖南）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是（
A．行政法

B．经济法

）
C．刑法

D．宪法

二、法的实施
法的实施指法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实际施行。从“书本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使它从抽象的
行为模式变成人们的具体行为。包括执法、司法、守法三种形式。
（一）执法
执法，又称法的执行，指国家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职能部门，如公安、工商、税务、卫生、
教育、民政等部门）及其公职人员依法行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实施法律的活动。
（二）司法
司法，又称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
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是实施法律的一种方式。
（三）守法
守法，又称法的遵守，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照法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活动。
【经典真题】（多选题）（2015 年四川）
法的实施的主要形式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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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守法

B．执法

C．司法

D．立法

三、法的解释
（一）含义
法的解释，是指一定的解释主体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法律的含义以及法律所
使用的概念、术语等进行进一步说明的活动。
（二）分类
1．正式解释
（1）含义：又称有权解释、法定解释，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官员或其他有解释权的个人作出的有法律约
束力的解释。正式解释属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范畴。
（2）具体种类
1．立法解释的效力与法律相同
立法解释

2．出现以下两种情形，可进行立法解释：
（1）法律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
（2）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的依据
最高院、最高检对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有普遍约束力的解释：

司法解释

（1）包括“审判解释、检察解释及二者的联合解释”；
（2）形式上包括“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

行政解释

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对不属于审判、检察的其他的法律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行政法规所作的解释

2．非正式解释
又称任意解释、学理解释，是指普通人所作的没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解释。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7 年江西）
某局会计李某给检察机关写举报信，反映局长范某违法挪用大笔公款行为，李某的这一行为属于（
A．法的执行

B．法的遵守

C．法的适用

D．法的解释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8 年吉林）
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是（
A．司法

B．执法

C．守法

D．法的解释

专 题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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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法律关系

考 点 梳 理
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一、法律关系三要素
法律关系的三要素包括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
1.主体：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包括自然人（公民）、机构和组织（法人）、
国家。
2.内容：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3.客体：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如物、人身利益、智力成果、行为。
【经典真题 1】（多选题）（2019 年上海）
下列关于选举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的说法，正确的有（

）

A．选举人是法律关系主体
B．被选举人是法律关系客体
C．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法律关系的内容
D．被选举人是法律关系主体
E．被选举人即将行使的国家政治权力是法律关系客体
【经典真题 2】（单选题）（2016 年甘肃）
法律关系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因此，若以一双鞋的买卖法律关系为例，
小王是买方，她的义务是支付鞋的价金，权利是取得鞋子；小张是卖方，她的义务是交付鞋子，权利是取得价
金，则（

）是这个买卖法律关系里面的客体。

A．小王和价金

B．鞋子和价金

C．小王和鞋子

D．小张和小王

【经典真题 3】（多选题）（2014 年内蒙古）
法律关系构成的要素为（
A．主体

B．客体

）
C．法律法规

D．权利和义务

二、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法律规范，二是法律事实。
（一）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一种社会规范。如国家
颁布的《刑法》《合同法》等。
法律规范是法律关系产生的前提。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法律关系。
（二）法律事实
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或现象，包括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
法律规范＋法律事实＝法律关系。
1．法律事件
法律事件，是指法律规范规定的，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的客观事实，
分为社会事件（罢工、战争等）和自然事件（生老病死、自然灾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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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人的出生产生了父母与子女间的抚养和监护关系；人的死亡又导致抚养、夫妻或赡养关系的消灭和
继承关系的产生。
2．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和属性，能够引起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以当事人的意志力为转移）。
【经典真题 1】（单选题）（2016 年重庆）
法律关系的形成、变更和消灭需要两个条件，法律事实和（
A．法律关系主体

B．法律关系客体

C．正义

）
D．法律规范

【经典真题 2】（判断题）（2015 年山东）
能够直接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或情况是法律事实。（

）

【经典真题 3】（单选题）（2015 年云南）
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会发生遗产继承法律关系，而且使其与配偶的夫妻关系归于消灭。因此人的死亡这一客
观情况被称为（

）

A．行为

B．合法行为

C．法律事实

D．法律关系的内容

【经典真题 4】（单选题）（2015 年安徽）
下列不属于法律行为的是（

）

A．张某将自己的汽车赠与李某
B．王某和赵某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C．郑某和刘某成立一合伙企业
D．宋某的院墙倒塌砸伤了周某

专 题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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