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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法学院 CLSCI 论文数再次跻身全国前十  

据中国法学创新网（由中国法学会和清华大学创办）的最新统计，2014年王健法学院在 CLSCI（中

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共 16种法学刊物）上发表论文 36篇，论文总发数和他发数均位居全国

第 9，从而实现了连续三年进入全国法学院前 10位的目标。就单个学科的排名情况而言，五个二级学科

在全国前十中榜上有名，其中法律史学科位列全国第 2位、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列全国第 7位、宪法

学、行政法学列全国第 9位。 

上述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学校的关心帮助与人才政策的支持，也是法学院全体教师积极上进、不懈

努力的结果。目前法学院的科研工作呈现出如下良好的发展趋势：第一，学科发展更加平衡。除上述 2014

年进入全国前十的学科之外，法理学和民法学这些竞争最为激烈的学科也在不同的年份进入全国前十。

随着一个中心（法理学），两个基本点（民法学、刑法学）等基础学科的逐步崛起，传统优势学科（宪

法行政法学）继续保持优势，新兴学科（环境法学）和传统小学科（法史学）的异军突起，王健法学院

的学科发展更加平衡，这也为法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第二，年轻人逐渐成为科研主力

军。在王健法学院发表的论文中，40周岁以下的教师每年都达到 50%左右，尤其是近五年新引进的教师

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发表的论文每年都达到 30%左右，这也表明学校与学院在人才引进上采取的高

标准要求是行之有效的；第三，科研成绩的稳定性增强。中国法学创新网为了更加客观地评价全国法学

院的科研实力，对 2012--2014 年三年的科研成果进行了统计，王健法学院仍然排名全国第 9。在这三年

中，王健法学院共有 45名教师在 CLSCI刊物上发表论文，共有 17名教师在苏州大学认定的一类权威核

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在上述成绩的鼓舞下，王健法学院的全体教师力争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在东吴法学百年院庆之

际，力争再现“北朝阳，南东吴”的辉煌。 

  

 

 

 

 

 

 

 

 

 



 

附：2014年各科研单位 CLSCI 他发数及三大刊物数统计（前 20名） 

排名 科研单位 他发数 三大刊物数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78 15 

2 北京大学法学院 70 13 

2 清华大学法学院 70 8 

4 华东政法大学 68 6 

5 中国政法大学 56 16 

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4 9 

7 西南政法大学 51 10 

8 武汉大学法学院 45 7 

9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36 5 

10 山东大学法学院（及威海分校） 34 4 

1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32 4 

12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26 3 

13 东南大学法学院 25 2 

14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24 7 

15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23 6 

15 南京大学法学院 23 3 

15 厦门大学法学院 23 3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所 22 7 

19 中南大学法学院 21 2 

20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16 1 

 

 

  



 

 

 

我院组团出席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建院 100 周年院庆活动 

 

2015年 6月 5～6日，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建院 100周年院庆活动在台湾顺利举行，王

健法学院胡玉鸿院长、周国华副院长、孙莉教授、王克稳教授、李中原教授、史浩明副教授、

李杨副教授、肖丽娟老师受邀参加了本次庆典，庆祝共同的母院的百岁生日，并向东吴大学

法学院赠送了礼品及“百年东吴，百载辉煌，承百岁华诞再展宏图；两校同源，两院同袍，

结两岸连理共开新局”的贺联。 

6 月 5日上午庆祝大会在台湾“国家图书馆”3楼国际会议厅举行。来自澳大利亚、日

本、我国澳门、台湾及大陆地区的一百多所院校、机构的代表参加了庆祝大会。 

 

 

 



 

 

 

 

6月 5日下午和 6月 6日下午“法学教育学术研

讨会----比较法与英美法教育之回顾与前瞻”分别

在“国家图书馆”3楼国际会议厅和东吴大学城中校

区举行。我院胡玉鸿院长在研讨会环节作了“从案

例教学法”到“法律诊所教育”——美国法学教育

模式的转换及其借鉴意义的主题报告。 

 

6 月 6日晚，“100周年院庆暨第八届院友年

会”在大直曲华旗舰店顺利举行，东吴大学法学

院各届院友、同仁，重返母院，共同见证母院 100

周岁生日。至此，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建院 100

周年院庆活动圆满落幕。 

 

1915年 9月 3日，是东吴大学法学院首次开

学典礼的时间，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选定 2015年

9月 3日举行“纪念东吴法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届时来自国内外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及千

余名校友，将再次重聚东吴故地，评述东吴法学

的辉煌，缅怀东吴先贤的业绩， 总结苏大法学的

成就，规划法学教育的未来。(供稿：肖丽娟) 

 

 



 

 

 

苏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以优秀等级通过考核  

近期，省教育厅对全省在建的 30 个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情况进行了考核验收。经

专家评审，8个基地被评定为“优秀”，19个基地被评定为“合格”，3个基地被评为“不合格”，苏州大

学公法研究中心荣列优秀等级，标志着基地建设第一期的圆满结束。 

苏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0年，是我校第一个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是迄今

为止全省第一个法学类重点研究基地。该基地主要依托我校王健法学院建设，以省重点序列学科“法学”、

省重点学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国家精品课程“法理学”为学科基础平台，以法学博士后流动站、法

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教育基地为法律人才培养平台，以江苏省知识产权人才培训基地、

苏州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苏州大学检察发展研究中心为法治服务平台，以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问题为研

究重点，致力于建设成高水平、开放式、有特色的研究机构。 

基地从建立以来，得到了省教育厅和苏州大学的大力支持，建设成效明显，建设成绩突出，受到评审

专家的高度肯定。主要特色表现在：第一，瞄准学术前沿，用好科研经费，通过招标方式组织科学研究，

体现了基地管理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水平；第二，积极筹办各种学术会议，加强公法研究的对外合作，召集

国际、国内学术研究会议 17次，促进了苏州大学公法领域与兄弟院校及国外名校的交流合作；第三，承揽

高端科研项目，为国家公法建设献计献策，建设期间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7项，省部级项目 25项，并完

成国家级项目 6项，省部级项目 12项，多个项目被鉴定为优秀等级；第四，扎实进行科学研究，为社会提

供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出版专著 31部，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137篇，28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第

五，发挥基地的人才培养功能，将中心打造为集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为一身的综合平台，积极造就高质

量的学术团队，在培养博士、硕士生方面成绩突出。 

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法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基地将紧跟时代脚步和学术潮流，在前期研究的

基础上，继续以学术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中国法治建设问题为研究重点，积极回应中国法治建设的

现实问题，努力探寻法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同时，继续深化“公法的人学解构”、“人的尊严的公法维系”、

“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制度”、“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等领域的研究，以取得突破性成果。同时，基

地将基于对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以法治中国建设的大局为背景，结合江苏省区域法治建设的实践，

立足江苏地方特色和优势，依托苏州大学的科研力量，努力建设成跨学科、跨部门、跨单位组织的高水平、

开放式、有特色的研究机构。 

 

 



2015 年度王健法学院 MY LIFE 颁奖礼隆重举行   

2015年 6月 12日下午 6:30，2015年度王健法学院颁奖礼在东吴大讲堂隆重举行，王

健法学院副院长周国华、王健法学院党委副书记陆岸、王健法学院团委书记孙磊、王健法学

院学工办主任钱春芸、法学院各学科老师、法学院六大学生组织负责人，以及众多法学院学

生均参加了此次颁奖礼。 

在四位主持人做完开场白后，周国华

院长致辞，表达了对本次颁奖礼成功举行

的美好祝愿并宣布颁奖礼开始。 

本次颁奖礼以 MY LIFE 为主题，分为

四个板块：MY CLASSMATE、MY STUDY、MY 

ORGANIZATION和 MY SOCIALITY，从从学风

建设、学术科研、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表

彰获得成绩的个人和团体。   

一段微电影后，颁奖礼进入第三个板块。这一板块对优秀部门、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

干部学生骨干和十佳新秀进行表彰，陈明波老师、吴俊老师、张鹏老师、方新军老师分别上

台宣布获奖者名单并授予荣誉证书。陈俊生、孙楠、吴奕炜等获奖同学发表获奖感言。 

之后，颁奖礼进行到了第四个板块。

一段微电影后，董炳和老师、李小伟老

师、孙国平老师、李晓明老师分别公布

见习标兵、优秀社团、优秀暑期社会实

践、优秀志愿者的获奖名单，并为获奖

者颁发荣誉证书。 

本次颁奖礼中，参与颁奖的各位老

师言辞时而幽默时而犀利，获奖同学的感言时而感人时而真诚。而在场下观看的同学也积极

在人人墙上进行点评，场面十分热烈。本次颁奖礼，即表彰了过去的一年中获得殊荣的同学

们，又激励了同学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锻炼个人能力，为学院增光添彩。这次颁奖礼带给场

下同学诸多震撼，更是激励他们在明年站上这个绚丽的舞台！ 

最终，在学院师生热烈的掌声中，这场盛典圆满落下帷幕，2015年度王健法学院颁奖

典礼正式结束。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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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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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莉，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

学会法理学研究会、比较法研究会、立法学研究会理事，中

国行为法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伦理学、立

法学。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权威核刊发

表《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

之检省》、《德治及其传统之于中国法治进境》、《邓小平

监督思想述论——及其启发下的思考》、《关于改革与法的

内在精神的若干思考》等学术论文，多篇论文为《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副主编

教材两部，参与撰写国家重点规划教材多部。主持承担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司法部等省部级课题六项，其

他级别课题十余项。连续五届获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一等奖，另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一次及        

省部级、市厅级不同级别奖项十余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获市级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孙 莉 



风 

 

  

王克稳，法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东吴公法与

比较法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常

务理事，江苏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人

大常委会备案审查专家，河海大学兼职教授，苏州

市人大常委会及苏州市政府立法咨询员，南京、苏

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

行政法学。出版《经济行政法基本论》、《经济行政

法专题研究》等专著七部，在《法学研究》、《中国

法学》、《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等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主持了“行政许可中特许

权的物权属性与制度构建研究”、“城市拆迁法律问

题研究”、“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研究”、“政府合同研

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法律问题研究”等国

家级、省部级项目的研究。 

 

王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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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各位亲爱的校友： 

我们东吴法学历经悠悠百年风雨，跨过世纪的峥嵘岁月，踏上今

天的锦绣前程，即将于 2015年迎来东吴法学百年华诞的隆重庆典。 

我们从 1915年的上海宝山路，到 1982年的苏大红楼绿楼，再到

1991 年苏大东校区，再到今天的东吴天赐庄，我们一路坎坷，一路

跋涉，一路高歌，一路辉煌！从东京审判的炽烈，到院系调整的凄凉，

从恢复法学教育的寒酸，到奋斗创业的坚强。在这漫漫如歌的历程里，

我们的先辈们饱尝创业之艰辛，历经民族国家之危难，勇担守护人类

和平之神圣职责，为国家、民族赢得了尊严，为实现人间正义贡献了

力量，也造就了东吴法学的百年嘉业，万千气象！ 

百年峥嵘岁月，百年人世沧桑。几代东吴人齐心聚力，辛勤耕耘，

积淀了深厚的学院法律文化底蕴和拼搏奋进的时代精神，成就了一所

在法学人才培养、法律科学研究、法律社会服务和法律文化传承等方

面成绩显著，世界知名的法学院系。 

百年来，学院始终依循“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之规训，为

法治中国大业培养了大批高层次法学人才。一百年的辉煌成就，既凝

聚了全体师生员工的智慧和汗水，也饱含着广大校友的关心与厚爱。

无论你工作在祖国各地，还是奋斗在大洋彼岸，学院的每一进步和发

信
息
发
布 



展，始终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校友的辛勤和汗水，正是你们在各自岗位

上出色业绩为学校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正是你们的关心和支持，

使学院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亲爱的校友，百年滋兰惠树，百年桃李芬芳。曾经的菁菁校园、

朗朗书声、师生情感、同窗友谊，这是我们人生中最最美好的时光，

每每想起都会油然而生一份感动。现在的您有着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它或许辉煌、或许平凡，但是相信在每位校友的发展历程中都有着永

不磨灭的东吴印记。 

亲爱的校友，为了进一步发展东吴法学教育事业，在百年大庆即

将来临之际，学院决定正式启动“东吴法学发展基金”资金募集项目。

该基金筹备于 2008 年，由新天伦律师事务所，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

竹辉律师事务所，方本律师事务所，神阙律师事务所和益友天元律师

事务所等六家单位作为首批发起单位，现已筹集资金三十余万元。面

对东吴法学的发展大业，数十万元弥足珍贵，但显然杯水车薪。在此

东吴法学百年庆典筹备组向全院教职员工、全体校友发出倡议，为东

吴法学发展基金踊跃捐款，为支持母校的建设尽绵薄之力。该发展基

金主要用于东吴法学百年庆典史料收集，东吴法学先贤文集和两岸纪

念文集等学术论著的出版，以及章程规定的我院其他法学教育事业的

发展。 

亲爱的校友们，饮水思源，收获怀耕。每一份心意，每一点关爱，

都是给母院最好的生日贺礼，都将名载史册、激励后辈，成为支持母

院前进的不竭动力！在东吴法学百年庆典盛大举行的时候，我们期待

着您的到来，期待着您来分享奋斗的艰辛与成功的喜悦，借东吴法学



百年华诞之际，我们诚邀大家重回母校，共话往昔温情，齐览发展新

貌，为开创东吴法学美好的未来建言献策，让我们一起聚沙成塔、集

腋成裘，为东吴法学的繁荣共同努力。 

   东吴不老，法治永存！   

附：捐赠注意事项和账号 

户名：苏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账号：3256 0500 0018 0100 95568 

开户行：交通银行苏大支行 

                            苏州大学东吴法学百年庆典筹备组 

 

 

 

法学院老师捐款名单 

捐款人 金额  捐款人 金额        捐款人 金额   捐款人   金额 

胡玉鸿 10000  胡亚球   10000       汪雄涛 1000 陆永胜   5000 

高积顺 2000  陆岸    5000        刘磊    1000 陈珊珊   1000 

程雪阳 100     方新军    5000        冯兵    1000 陈立虎   2000 

朱春霞 5000  许小亮 2000        方潇    3000 朱谦   3500 

庞凌 3000  钱叶六 3000        张成敏 3000 彭文华   3000 

黄学贤 5000  王昭武 2000        肖丽娟 2000 沈险峰   200 

周国华 5000  张薇薇 200         孙国平 1000 孙莉   3000 

章正璋 1500  钱春芸 4000        刘  文 1000 史浩明   5000 

沈同仙 3000  李杨    1000        卜璐    1000 赵艳敏   2000 

张鹏 3000  上官丕亮 4500        顾婷    2000 曹博   1000 

陈明波 200     王克稳    5000        王泽红   2000 张利民   2000 

吴  俊 500     张永泉    5000        陈仪    2000 乔江玲   1000 

胡育新 1000  沙盛中   2000        匿名校友 200000 匿名校友  100000 

李晓明   5000  朱红霞    300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凌娟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李林 杭州市西湖区人大 

吴四月 江苏九典律师事务所 

梁琴 江苏联盛律师事务所 

李峰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沈雪兴 江苏 21 世纪众仁律师事务所 

万川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孙宜国 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 

何俊 北京华海律师事务所 

吴琪明 常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黄健 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 

刘庆 江苏省社保中心 

汪新瑶 沛县人民法院 

唐洁 江苏华海中天律师事务所 

黄强 招商证券法律合规部 

颜茂昆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俞晓华 江苏俞晓华律师事务所 

周迅 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 

钱俊文 常州市地方税务局 

沈独 江苏联创伟业律师事务所 



徐燕松 广东明根律师事务所 

邓月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杨越华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俊英 江苏和嘉律师事务所 

周裕昌 泰州市高港区政府 

张勇 中共中央办公厅 

陈学东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黄炜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 

黄建文 常州工学院 

葛志军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周秀兰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陈扬 江苏亿城律师事务所 

邹文梅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张健 国务院港澳办公室 

邢会军 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南通分所 

沈宏华 海安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胥爱超 江苏天晖律师事务所 

赵祀 靖江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 

朱志晟 深圳大学法学院 

柏文栋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茆明 江苏省委党校法政部 

胡渭滨 出国 



赵家菊 江苏省司法厅 

蒋杏新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王锋 扬中市人民法院 

何德飞 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检察院 

戴明华 南京龙马申泰实业有限公司 

葛余顺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朱建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王玉华 江苏清心律师事务所 

朱静 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 

黄永芳 江苏九典律师事务所 

陆霞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刘兴科 淮安市人民检察院 

陈海林 江苏 21 世纪众仁律师事务所 

唐胜荣 靖江市人民法院 

裴国伟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华保兴 无锡市律师事务所 

曹海俊 南通大学法政学院 

庞玉英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 

钱文琴 宜兴市司法局 

段亚芳 武警杭州士官学校 

刘丽 南通工商局开发区分局 

方朝军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上排名不按顺序，若以上信息有误请将正确信息发送至 wangjianfxxyll@163.com 

 

 

 

 

 

 

 

 

王专 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徐斌 江阴市人大内务司法工委 

庄克平 金坛市人民法院 

陆余才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检察院 

刘伟 无锡高新开发区人民法院 

鲍雅娟 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许云霞 高邮市人民法院 

姚平娟 中国人民大学 

陆永胜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李羊红 泰州市司法局公证处 

丁晓明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张桂林 姜堰市人民法院 

王新阳 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 

倪善满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孙秋江 江苏德龙律师事务所 

郁建芳 吴中区人民检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