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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港湾 
张 玮 

    人生是一次航程，从出生、成长、求学、创业到弥老，

如同远航的船只，会历经风平浪静、惊涛骇浪，会历经顺水

顺风、逆水行舟，也会历经船泊故障、缺水少食。远航的船

只需要一个个港湾停泊、修整、补给，漫漫人生也需要有一

个个这样的港湾。 

我生于苏州，长于苏州，初中、高中就读的都是近百年

的老校，从小受着这座 2500 多年历史古城的文化浸淫。1986

年，有幸被苏州大学法律系录取，时年法学院刚刚成立，于

是，我的人生多了个港湾——又一所近百年的母校。 

母校是求学立志的港湾。选择法律专业在那个年代属于

  张玮校友 

[ 校友姓名 ]  张 玮  

[ 毕业时间 ] 90届本科 

[ 个人经历 ] 张玮，法律系 1990级毕业，曾任苏州市 

平江区法院院长、张家港市人民法院院长，现任张家港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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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稀有，我一次偶尔在国外电影中看到法庭上律师的雄辩

风采，很想今后从事这一职业。尽管我工作后一直没能遂愿，

但四年法学教育对我今后人生的影响和帮助始终相伴。法律

是一种信仰，法治是治国理政的规律，法律思维是管理社会

事务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思维。 

母校是修身立德的港湾。1990 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苏

州市委政法委员会工作，从最基本做起，逐步成长成熟，2001

年 2 月，市委决定我到平江区法院任院长，虽然我诚惶诚恐

走马上任，但我同时树好了沉着应对的底气，在底气中，母

校滋润我的营养当然是重要组成部分。巧合的是，我任职前

不久把家迁到了母校附近。记得有天晚上到母校散步，再次

久久凝望“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校训，我顿悟，做

事先做人，当领导者，无私为公，无欲则刚。 

母校是沉淀心灵的港湾。走上领导岗位后，我深深体会

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业务上的、人事上的、管理上的、基

本建设上的。“心广量大、学会沉淀”。不管在顺利时还是

在烦心时，我仍然习惯晚上来母校散步，在王健法学院前静

静坐着，看看那些春天开的樱花树，秋天开的桂花树，四季

常绿的香樟树，不知不觉中心灵在与母校交流，慢慢沉淀下

来 ， 放 大 开 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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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时间：1998年 

工作单位：苏州市人民政府 

现任职务：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 

 

 
个人经历 

1983 年 3 月至 1984 年 10 月 苏州吴县市北桥镇沼气办公室  会计 

1984 年 11 月至 1987 年 4 月 苏州吴县市北桥镇派出所民警 

1987 年 5 月至 1989 年 2 月 苏州吴县市北桥镇派出所副所长、交管站副站长 

1989 年 3 月至 1989 年 8 月 苏州吴县市北桥镇派出所政治指导员、交管站站

长 

1989 年 9 月至 1994 年 8 月 苏州吴县市北桥镇派出所所长、党支部书记 

1994 年 9 月至 1995 年 5 月 苏州吴县市公安培训中心主任 

1995 年 5 月至 1996 年 11 月   苏州吴县市木渎派出所所长、党支部书记 

1996 年 12 月至 2001 年 2 月   苏州吴县市公安局副局长 

2001 年 2 月至 2003 年 8 月   苏州市吴中区公安分局政治委员 

2003 年 8 月至 2005 年 4 月    苏州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人事处长 

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12 月   苏州张家港市公安局局长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  苏州张家港市市长助理、公安局长 

200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9 月   苏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5 月    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 

2012 年 5 月至今             苏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 

 

对母校的寄语： 

衷心祝愿王健法学院繁荣兴旺、青春永驻 ,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               

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个人简历 

黄友定，男，1964 年 3 月生，1986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专业。

现任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注册主任律师（首席合伙人）。 

 

黄友定 1987 年从事执业律师以来，将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融会贯通，在刑

事辩护和重大民事、经济、金融纠纷代理及涉外纠纷调解等法律服务中，以他

勤奋、求实、刻苦、敬业的精神，闯出了具有特色的工作路子，不仅成功地代

理了全市首例“奖券”纠纷、“侵犯名誉”权、“侵犯商业秘密”等省内外有

重大影响的案件和全市第一例中外合资企业的洽谈、签约等全程法律服务，同

时还囊括了全市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涉外经济 1000-5000 万元重大纠纷的代理，

创造了全市第一。 

 

黄律师出色工作和辉煌业绩名播久远。先后为工商银行镇江分行、农业银

行镇江分行、建设银行镇江分行等 50 余家金融、保险、外贸、机关、学校等

单位担任常年法律顾问。他办理各类案件 1200 余件。他担任单位犯罪、重大职

务、虚开增值税发票案、故意杀人案等重大案件的辩护中，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及时提出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均受到司法机

关的重视和采纳，特别是在在职务犯罪领域，他所承办的案件量占了全市职务

犯罪案件的近一半。被判决无罪或免于刑事处罚的职务犯罪案件每年都有 2-3

件。曾被省、市司法机关评为“最佳辩护人”、“优秀律师”、“江苏名律师”、

“镇江市十佳律师”和“江苏知名律师”、“江苏省优秀青年律师”、“争先

创优先进个人”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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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友定 



 
 



 

 

 

 

黄友定律师任职机构有：“镇江市人民政府  法律顾问”、“镇江市公安局  首

席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镇江市润州区人大常委会  法律顾问”、“镇江市

总工会  法律顾问团团长”、“江苏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镇

江市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镇江市外商投诉中心  调解员”、“镇江市台湾

同胞投资企业协会  顾问”、“江苏省律师维权委员会  副主任”等。 

 

黄友定律师任职机构有：“镇江市人民政府  法律顾问”、“镇江市公安局  首

席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镇江市润州区人大常委会法律顾问”、“镇江市总

工会法律顾问团团长”、“江苏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镇江市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镇江市外商投诉中心调解员”、“镇江市台湾同胞投资企

业协会顾问”、“江苏省律师维权委员会副主任”等。 

 

黄友定律师在镇江的法制建设中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多次参加市领导的信

访接待任务；为镇江的法制建设建言献策；接受镇江电视台的邀请参加法制类节

目《法制进行时》的录制，为遇到法律问题的个人和企业提供法律帮助；担任镇

江警官学校的授课老师，为广大民警讲授证据学和诉讼法学，获得一致好评，听

其授课的民警人数共计达上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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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鸿 

 

胡玉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

政法学院法学博士。 

现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 

 

 

  主讲课程有法理学、法社会学、西方法律思想史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法

理学、法学方法论及行政诉讼法学。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

物发表论文 100 余篇，撰有《法学方法论导论》、《司法公正观念源流》、

《“个人”的法哲学叙述》专著 3 部，主、参编《法律原理与技术》等教

材 10 余部，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多篇论文为《光明日报》、

《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摘登、转载。2008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重大问题研究——以人为本与中国法制发展》首席专家，并主持其他

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0 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 8 项。

被评为江苏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江苏省 333 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

带头人，苏州大学教学名师。 

 

 



 
 



 

 

 

 黄学贤 

 

 
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基本理论、行政程序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独著、

合著专著、教材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有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

等刊物转载。主持省部级项目多项。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得省、市及学校奖

励。曾当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苏州大学优秀中青年学术

带头人。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

理事、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法学会港澳台法律研

究会副会长。苏州市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人大代表；苏州市第十四、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苏州市第十四、十五届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

民盟苏州市委副主委、民盟苏州大学委员会主委。 

 

黄学贤，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

法学博士。现任苏州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点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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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法学百年庆典筹备会”在王健法学院隆重召开 

2014 年 9 月 6 日，东吴法学百年庆典筹备会在王健法学院大讲堂隆重召开。各届校友
代表、退休教师代表等 80 余人以及苏州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邹学海、法学院现任领导胡玉
鸿、胡亚球、黄学贤、周国华、陆岸、朱春霞、方新军教授等出席了筹备会。筹备会由陆岸
副书记主持。 

会上，胡玉鸿院长向参加本次筹备会的各届校友代表及嘉
宾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分“学科建设现状”、“相对
优势与不足”、“未来发展展望”三个部分，向全体校友、嘉
宾介绍了法学院的学科建设情况及未来战略规划。胡院长特别
指出，学院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在国内法学研究和法
学教育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以下三个因素密不可分：一是历届
教职工的努力，特别是较早获取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奠定
了学院向上提升的基础；二是历届领导励精图治，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为学院的发展尽心尽力；三是众多校友关心和支持母校建设，为学院发展贡献良多。
胡院长最后希望各位校友能一如既往地关注法学院的发展，用大家的热情、眷顾陪伴着母校
的成长，以大家的业绩、成就增添母校的荣耀。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定能够尽早实现
王健法学院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战略目标 

随后，胡亚球书记向来宾们致辞，一番声情并茂、诗意流淌的演讲后，胡书记代表东吴
法学百年庆典筹备组宣布“东 吴法学发展基金”资金募集项目
正式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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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本律 师事务所、新天伦律师事务所、
益友天元律师事务所、竹辉律 师事务所等六家单位发起，目前
已经筹集资金 30 余万元。会 上胡书记向这六家律所表示了
深深谢意，并代表筹备组正式 向全体教职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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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搜
集、东吴先贤文集和两岸纪念文集等学术论著的出版及章程规定的王健法学院其他法学教育
事业的发展。最后，胡书记用“东吴不老，法治永存”结束了慷慨激昂的致辞和倡议。 

接着，分别由各界校友代表发言，他们是：苏州市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信访局局长傅泉福
（干部班）、江苏新天伦律所主任
邵吕威（89 届）、苏州市司法局局
长朱正（90 届）、张家港市纪委书
记张玮（90 届）、江苏汇鸿国际集
团副总经理徐刚（96 届），各位校
友都感念母校的培养之恩，都振奋
于母校今天取得的成果与业绩，在
对庆典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的同

时，表示一定会为母校的百年华诞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退休教师代表张炳文书记代表老教师在会上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张老十几年如一日

地关注着学院的进步与苏大法学事业的发展，期待法学院再创辉煌。最后黄学贤副院长也发
表了总结讲话，感谢校友们对母校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校友们为本次庆典乃至法学
院发展提出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自由发言阶段，校友们纷纷对庆典活动与母校发展献计献策，大家对母校举行“东吴法
学百年庆典”活动表示赞同和支持，在东吴法学百年华诞之际，邀请曾经在这里学习工作过
的校友回母校团聚，既是回顾法学百年发展历程的一大盛事，也是全体法学院校友交流感情
的契机，更是共同商讨法学院未来发展的良机。校友们表示定会为百年庆典群策群力！ 

最后，全体嘉宾和校友们到苏大
钟楼草坪前合影留恋。至此，东吴法
学百年庆典筹备会圆满结束！本次筹
备会为“东吴法学百年庆典”的顺利
举行奠定了良好基础，也标志着东吴
法学百年庆典活动的正式启动。学院
定将尽全力办好百年庆典，也将以此
为契机，推动东吴法学事业的进一步
发展！(校对:胡玉鸿   编辑:肖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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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必武青年法

学成果奖”揭晓，我院

钱叶六教授再度获誉 
 

近日，第二届“董必武青

年法学成果奖”揭晓，我院钱
叶六教授再度获誉，其专著《共
犯论的基础及其展开》荣获三
等奖。《共犯论的基础及其展
开》吸收与借鉴德日的共犯论
学说，结合我国关于共犯的立

法规定与司法解释，对共犯论
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理论分析，具有较强的学术
性，反映了我国在共犯论领域
的前沿性成果。 
  “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

是中国法学会为了鼓励和引导
我国法学法律青年工作者积极
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和实践问题，促进我国
青年法学人才培育机制的进一
步完善，同时为了加强对董必

武法学思想的研究和传播，而
设立的全国性法学研究奖项，
评选活动面向未满40周岁的青
年法学工作者在前一年度正式
出版和发表的作品，评审标准
高、评审程序严格，评审坚持
成果的原创性、学术规范性和
实效性，获奖成果强调中国问
题和理论联系实践。本届参评
作品共280件，只有28件作品获
奖，获奖率只有10%。 

                                  
(编辑：肖丽娟)  

新的旅程，扬帆起航 

   ——王健法学院 2014 级新生开学典礼 

      
9 月 29日晚 6点半，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14级新

生开学典礼在法学院东吴大讲堂隆重举行。开学典礼由院
党委副书记陆岸主持，院长胡玉鸿教授，院党委书记胡亚

球教授，副院长黄学贤教

授、周国华教授、朱春霞
教授，院长助理方新军教
授出席了开学典礼。出席
开学典礼的还有教师代
表钱叶六教授，及院行政
办公室、院学工办、院团

委的负责老师等。在庄严
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学典礼正式开始。 

院长胡玉鸿教授首先致辞，他先是代表学院向 2014
级新生们表达了衷心的祝贺与欢迎，接着胡院长简要介绍
了百年东吴的辉煌历史，以及王健法学院办学 32年来取
得的学术成就与地位。接下来，胡院长就如何规划在法学

院的生活，做一名自豪的东吴法律人，表达了对新生们的
殷切期望。他围绕着“勤学修德”、“明辨笃志”、“博
学广观”三点展开，希望同学们既要钻研学术知识也不能
忽略对自我德行的培养，要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中学会明辨
是非，在学习中打开心胸，广泛涉猎，成为一名优秀的法
律人。胡院长的一席发言，让在场的每一位新生都感受颇
多，有所获益。 

然后是作为教师代表的钱叶六教授的发言，钱教授以
“如何度过几年的法学院生活”为主题，同样对新生们提
出了几点期望。他希望同学们能够明白做人比做学问重
要，要尊重知识、尊重课堂、尊重老师。同时，钱教授还
告诉了新生们一个好消息，再过不久就是东吴大学百年校

庆了，到时所有新生们将和法学院其他学子及教师一起见
证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之后，2014 级本科
生代表季烨同学，硕士研
究生代表刘鑫健同学和
博士研究生代表张恩典

同学也分别作了发言。他
们都抒发了对未来的憧
憬，对能够成为东吴法律
人的自豪之情。他们也感
受到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承继百年东吴的法学精神，实
现自己的理想，是所有新生们奋斗的目标。 

王健法学院 2014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热烈的掌声中落
下了帷幕。这是新生们的入学第一课，而王健法学院是他
们新的起点，在这里他们将度过精彩愉快的法学院生活。
希望他们都做好了准备迎接机遇与挑战，一同创造更美好
的 未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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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两位教授在第三届“江苏省法学优
秀成果奖”评奖中取得佳绩 

 
 

         发布时间：2014 年 10 月 09 日 
 

近日，第三届“江苏省法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揭晓，

我院两位教授在本次评奖中取得佳绩。方潇教授的论文《医

人医国：医学对唐代司法的影响》和钱叶六教授的论文《参

与自杀的可罚性研究》，双双荣获“江苏省法学优秀成果奖”

论文类一等奖。 

 “江苏省法学优秀成果奖”是江苏省法学会为总结我省

近年来法治建设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促进理论

法学、应用法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研究，更好地为加快建设法

治中国，深入推进法治江苏建设提供法学理论支持而组织开

展的。本次评奖经个人申报、单位初评推荐、终评委员会专

家评审等程序，最终共有 29 部（篇）成果获奖，论文类一等

奖仅 3 篇，我院就有两位教授获此殊荣 ，大大提高了学院

在业界的影响力。     

(编辑：肖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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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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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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健法学院 1986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

姓名 工作单位 

王斌南 江苏省安全厅 

吴小红 深圳市华安保险公司 

徐永伟 江苏省司法厅 

李后龙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俞灌南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谭筱清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朱良平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杨海东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沈宏 溧水县政府法制办 

沈碧莲 南京市住建委 

金春卿 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 

高军 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 

徐兴根 江苏华海中天律师事务所 

许小澜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金惠明 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 

沈锦龙 苏州市虎丘区农业发展局 

顾秦华 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 

凌永兴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邢君明 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 

钱金龙 苏州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施国平 苏州市工商局 

王克稳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聂建强 武汉大学法学院 

史浩明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沈同仙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杨少平 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 

蔡岳祥 江苏少平律师事务所 

刘海平 苏州大学 

景双彬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 

黄友定 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 

汤罗兆 金坛市人民法院 

汤家俊 溧阳市人民法院 

夏伟忠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梁乃钰 江苏明泰律师事务所 

吴连宇 珠海市香洲区纪委 

董宏 盐城市公安局 

杭建华 江苏中一律师事务所 

钱楠 深圳亚太律师事务所 



 

 

 

 

 



 

 

 

 

 

 

 

 

 

 

 

 

 

 

 

 

 

 

姓名 工作单位 

陈建兵 深圳市公安局 

汤维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郑仲操  

卢天明 江苏卢天明律师事务所 

陈先云 江苏大海能源科技公司 

邹凤娟 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 

沈福宁 高邮市人民法院 

张艳春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检察院 

蒋晓平 江苏财经大学 

胡志宏 南通市工商局海门分局 

杨海燕 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 

朱敏剑 江苏阳光律师事务所 

蒋玉虹 南通市政法委 

张小林 海门市人民法院 

姚建华 如皋市人民法院 

韩健 江苏濠阳律师事务所 

侍刚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邱永馥 金湖县交通局 

任丹红 江南大学 

殷武 无锡市公安局 

阙强 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 

徐钰新 江苏天奕律师事务所 

白云萍 江苏省纪委监察厅 

林红 江苏信卓律师事务所 

谈建华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滕志云 高邮市政府法制办 

董玮 江苏琼宇律师事务所 

谈咏梅 南京审计学院 

王国峰 徐州市委党校 

徐作云 邳州市人民法院 

傅廷美  

谭正霞 江苏大扬律师事务所 

夏向群 扬州市邗江区纪委 

姜国云 姜堰市人民法院 

郭漂鸣 中信证券上海管理总部   

李敏 江苏外国语学校 

丁雅芬  

金琴 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 

赵文献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石文龙 上海师范大学 
  

                    注：排列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