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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阳光宣言】

请不要用页数来衡量复试宝典的价格，如果光看页数、厚度，几页纸也就值几毛钱。复试宝典的

价值在内容！

复试资料极难收集，因为学校不公布任何复试信息。这是我们花了大量心血，发动了身边 N 多

同学打听、收集和精心整理。有了这份复试宝典，可以让大家复试比其他人准备的更充分，成功录取

的概率也大大提高！要知道每年都有初试高分的考生，因为复试没有好好准备，导致表现糟糕而直接

被刷！

这是我们付出心血的劳动成果，而我们认为这份劳动成果价值能值这么些报酬，如果您认为不值，

请不要购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噢。

感谢各位师弟师妹理解！

【第二部分：购买说明】

注意：结合每个专业的实际情况，其资料项目也有细微差异。购买时请大家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选择，

在“给卖家留言”注明好。定价以清单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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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购买流程

第二部分：资料清单（请挑选自己专业）

1、商学院

2、文学院

宝贝 10元价格为基本价，实际价格以各专业清单为准，请找到自己专业。例如，中国

古代文学专业显示（“全套优惠价：120元”，则需要拍 12份。且在给卖家留言注明“中

国古代文学”。如不熟悉，请旺旺联系学长，拍错的一律不予发货！

1.工商管理专业-企业管理 全套优惠价：30元

（1）22 届专业课面试题目 5 题，英语题目 2题。

（2）复试真题：早年复试笔试 5 套试题

（说明：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部分学长/学姐回忆出来，另外还有几

个学长/学姐认为的题库补充了进来。其中四套有 5道题，一套 6道题，没有答案）。

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 13 题，英语面试 11 题

1.中国古代文学 全套优惠价：120元

（一）复试笔试真题：

1、2019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

2、 2015、2017复试笔试真题+答案 60元 共 6页

3、往年复试真题（无答案）古代 2套，共 2页，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

（二）以下复试宝典：共计 5页

一、学长/姐经验分享

二、复试各环节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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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试笔试参考书推荐 7、主要导师介绍

2、 面试流程 8、复试对平时成绩的态度

3、专业课面试题目汇总 （10题） 10、复试综合注意事项

4、英语口语题目（10题） 11、复试后如何确定是否被录取

5、本专业导师喜欢怎样的学生 12、如何确定导师

6、是否需要提前联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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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现当代文学 全套优惠价：30元

（1）复试笔试真题：现当代 3套，共 2 页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无答案）

赠送往年复试宝典 4 页（含专业课面试题 20 题，英语面试 9 题）

3.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全套优惠价：50元

（一）复试笔试真题：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赠送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无答案）

5、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33题），英语口语题目 （10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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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4、护理学院

5、社会学院

1、行政管理 全套优惠价：50元

（一）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1-2016 年，2018-2019 年(2018 年为概述赠送参考)

（回忆版今年的书有变化）

1、护理学硕/专硕 全套优惠价：20元

（一）复试笔试回忆版部分真题 1份,赠送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无答案）

（二）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4题），英语口语题目 （6 题）

1.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全套优惠价：150元

1.复试宝典：共计 15页

一、学长/姐经验分享

二、复试各环节详解

1、复试参考书推荐 7、复试面试导师是谁\是否需要提前联系导师

2、复试笔记及内容侧重情况 8、复试综合注意事项

3、面试流程 10、复试后如何确定是否录取

4、专业课面试题目 （27题） 11、如何确定导师

5、英语口语题目（20题）

6、本专业导师喜欢怎样的学生

2、复试笔试真题没有答案：2011-2019，共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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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艺术学院

7、医学部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年份为 11-19年，其

中 12和 13年的完全一样，本套试题均无答案）

3、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老版本的笔记，81页

1.设计学专业、艺术设计专业硕士 全套优惠价：50元
（1）复试笔试真题没有答案：

1、平面方向：2017-2019 年 30 元

2、美术学专业中国画、油画、版画、中外美术史题各 1 套；艺术设计专业装饰艺术、服装设计、染织设计、平面设计、

环艺设计、艺术概论题各 1 套，共 3 页。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均无答案）

1.医学部-复试科目《分子生物学》 全套优惠价：50元

（一）复试笔试真题没有答案:2015-2017，2019-2020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

免疫学学长复试经验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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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国语学院

1、英语口译 全套优惠价 90元

（一）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5-2018（ 2019年为概述,赠送参考无答案）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

（二）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 10题

2、英语笔译 全套优惠价 90元

（一）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2015-2018 （ 2019年为概述,赠送参考无答案）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

（二）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 10题

3、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套优惠价 30元

（一）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 2018-2019年

（由于学校不公布复试试题，本试题主要由几位学长/学姐回忆出来）

（二）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 1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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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律硕士

本套复试资料清单如下：

1.真题答案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2006-2022年 ，120元

2.笔记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马工程版（含行政诉讼法内容）112页，130元

3.往年面试真题 含专业课及英语共 64页（不单售）

4.复试经验 含往届学长学姐的复试面试经验等，13页，不单售

5.电子资料 中英文自我介绍模版、笔试参考书等，觉得资料满意好评后可赠送

购买重要说明请仔细阅读：

1、苏大 2016 年以前复试笔试用书为胡建淼《行政法学》，后面是姜明安版，本套答案

2006-2016 赠送参考，这些答案如果在姜明安版本找不到你想要的答案那就可能在胡建淼

里找了。2、英语口语真题为 2020 届学姐当时使用过非常好用，学姐极力推荐，21 届-22

届考上的学长也反馈帮助非常大，所以继续传承保留 3、现指定书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马工程第二版，本笔记是为苏大在读研究生学姐在原经典书姜明安版基础上结合马工

程版本编写，针对苏大法硕复试使用，复试考上百分之八十用的是卡巴复习资料。参考价

值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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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法硕（非法学）

11、法学院-学硕

本套复试资料清单如下：

1.真题答案 笔试 2006-2020（含 2015-2020非法学）60页 ，120元

2.英语口语真题 09-18集合，含自我介绍，专业英语，常见英语问答，44页，不单售

3.笔记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马工程版（含行政诉讼法内容）112页，130元

4.复试宝典 含往届学长学姐的复试面试经验等，7页，不单售

全套优惠价：220元

购买重要说明请仔细阅读：1、苏大 2016 年以前复试笔试用书为胡建淼《行政法学》，

后面是姜明安版，本套答案 2006-2016 赠送参考，这些答案如果在姜明安版本找不到你想

要的答案那就可能在胡建淼里找了。2、英语口语真题为 2020 届学姐当时使用过非常好用，

学姐极力推荐。21届考上的学长也反馈帮助非常大，所以继续传承保留 3、现指定书为《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马工程第二版，本笔记是为苏大在读研究生学姐在原经典书姜明安版

基础上结合马工程版本编写，针对苏大法硕复试使用，复试考上百分之八十用的是卡巴复

习资料。参考价值很高！!非法学笔试不考诉讼法内容，这部分内容不需要看。

重要说明：1.2021 届和往年不同改为所有学硕初试考察一样，复试各方向各自考察专业课。

现把原初试资料补充参考，大家根据需要购买。2.资料价格，请不要用页数来衡量价格，

如果光看页数、厚度、几页纸也就几毛钱，资料的价值体现在内容和信息上！这是我们付

出的劳动成果，而我们认为这份劳动成果价值能值这点辛苦报酬，如果个别师弟/妹认为

我们的劳动成果不值这个价，还是请谨慎购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噢！

01 法学理论 （1-2 项）220 元 （3-5 项）90 元 （1-5 项）优惠价 2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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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试真题+答案《法学理论》2010-2015,2018-2020 年

2、初试笔记《法理学.全球视野》94页 《西方法律思想史-古代/近代》49 页

3、复试笔试真题没有答案 2010 年，2019-2020 年（往年复试笔试只考现代，今年有变化）

4、复试笔记《西方法律思想史-现代》22 页

5、笔试题库西法史现代部分 41题，专业课面试题目（7题），英语口语题目 （11题）

02 法律史 优惠价 220 元

1、初试真题答案《法律史》真题+答案 2010-2019 年（2020 年只有真题没有答案）

2、初试笔记《中国法制史》50页/《中国法律思想史-第三版》50页/《外国法制史》61页

3、复试笔试真题没有答案 2017 年（回忆版 4题）

03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优惠价 220元

1、初试真题答案（含外国宪法）《宪政》真题+答案 2010-2020 年（无 16）

2、笔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114页

3、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 2007-2013 年、2016-2017 年

（回忆版，11、12、17 年各 3 题；16 年 2题；其他年份各 4 题）

04 民商法学 优惠价 290元

1、初试《民商法学》真题+答案 2010-2020 年

2、初试笔记《侵权责任法-杨立新》40页/ 《婚姻法》38页/《婚姻法》本科课件张学军，

300 多张ＰＰＴ

3、复试笔试真题 +答案：2019 年，共 4 页

4、复试笔记《商法》55页

5、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13题），英语口语题目 （10题）

05 诉讼法学 优惠价 180元

1、初试《诉讼法学》真题+ 答案 2010-2015,2018-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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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试笔记《民事诉讼法学-2016版》张卫平 50页

3-4项电子版 30元

3、复试笔试真题答案 2018 年

4、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2题），英语口语题目 （5 题）

06 经济法学 优惠价 290元

1、初试真题答案《经济法学》2010+2020 年（无 16）

2、初试笔记《劳动法学》111 页《经济法》177 页《公司法》145 页

3、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 2017 年 ，2019 年

4、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11题），英语口语题目 （11题）

07 国际法学 优惠价 290元

1、初试真题+答案《国际法学》2010-2019 年（无 16）

2、初试笔记《国际法》54页 《国际私法》53页 《国际经济法学新论》30页

3、复试笔试真题无答案赠送 2018 年（由于国际法专业的笔试在 2019 年从经济法改为民

法，此部分仅供参考）

4、赠送-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11题），英语口语题目 （10题）

08 刑法

1、往年专业课面试题目（7题），英语口语题目 （6 题）

09 环境法 优惠价 40元

1、初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真题没有答案 2011-2014,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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