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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为章，赛场无双”
——记苏大第五十四届校运会

天公作美，纵然寒意袭人，但绵绵细雨不再，清晨的苏大，却已人头攒动。在这

秋日里，苏州大学新一届的运动会开始了。54 年的历史，54 年的传承，变的是人，

不变的是那份昂扬的斗志。流淌着苏大血液的师生们，在这里，相聚一堂。

10 月 29 日上午，伴随着准备工作的完成，开幕式的

音乐响彻校园。随着主席台上的一声令下，各院的方阵迈

开了整齐的步伐。每个院都用独具风采的衣着彰显着他们

的不同，饱满之热情，青春之朝气，充溢着这个操场。法

学院的方阵，踏着坚定的步伐走过，看台上的法院学子随即迸发出激烈的掌声。我们

是一个整体，无论在方阵中，还是在看台上，我们代表的都是法学院的荣誉，我们就

是法学院的象征。

方阵，在国旗班，那如军人般整齐有力的步伐下结束。随即展开，是各院之间激

烈的竞争。结果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忘却那一份公平竞争的意识。运动所传达的，

绝不仅仅是最后的成绩和荣誉，它传达的更是一种精神，拼搏、协作、超越、收获，

它的每一个过程都值得我们去珍惜。

首先，男子拔河如期展开。这个团体的项目，拼搏的

不仅仅是力量，还有成员间的配合，更有技术上的修炼。

回想起之前数个星期在法学院风雨无阻的训练，我们的心

中只有对胜利的渴求。第一局，我们以绝对的优势战胜了

社会学院，让我们心中的求胜的火焰愈烧愈旺。随后，纺织学院给我们造成了不小麻

烦，在僵持之后，我们凭借自身的耐力和求胜的欲望，摘得了胜利的硕果，以 2：0

终结了对手。最后一局，我们面对医学院如波涛般汹涌的攻势，在全员拼尽全力的情

况下进入了决胜局。虽然以微弱的劣势惜败，但我们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没有辜

负那数周的艰苦训练。即使没有闯入四强，运动员们依旧是法学院的骄傲！而下午的

女子拔河，法学院则闯入四强，为法院赢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无论成绩如何，健儿

们在法院学子的心中，永远是不可替代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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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上奔驰的骏马，草地旁投掷的力士，法学院在各类的田径赛事上，都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成绩。4x100 米赛跑，我们闯入决赛，而之后的决赛，则更令人兴奋。

运动会的第二天，比赛依旧激烈地进行。同样，这也是我们收获颇多的一天。上

午，男子 110 米栏决赛正式开始，我院运动员严成旭坚毅的脸上写着志在必得的霸气，

枪声一响，他便飞奔如离弦的箭，势若脱缰了的野马，

甩开劲敌奔向终点，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同时，在

另一片竞技场上，我院男子跳绳队的 12 名运动健儿充

满自信，严阵以待。一声哨响之后，长绳在 2 名甩绳手

的配合下，像彩环似的飞舞起来。绳子打在地上不时发

出“啪啪”的声音，地上卷起阵阵尘土。绳影闪闪，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跳绳队员们

的身影在半空中整齐划一，脚尖落地时轻盈而又有序。最终他们以跳绳总计 168 个的

优异成绩，取得男子跳绳第 7 名。随后，在引体向上项目中，我院运动员在主力缺席

的情况下，不畏强敌，顽强拼搏，赛出了自我风采，为学院争得了宝贵的分数。此后，

在男子 400 米决赛中，我院健儿严成旭再一次不负众望，取得了第 2 名的优异成绩。

下午，从上午男子 200 米预赛中顺利进入决赛的我院

运动员夏率先登场，凭借强劲的个人实力在此项目决赛中

勇夺桂冠。在之后的男子 4X100 米接力决赛中，我院严成

旭、夏振坤等 4 位健儿团结一致，奋勇争先，以显著的优

势获得了第 1 名的好成绩，赢得了看台上的阵阵欢呼声以及雷鸣般的掌声，给全校师

生留下了法学院勇于拼搏，敢争第一的好印象。

第三天上午,当秋日的阳光终于拨开重重阴云，持续了许久的阴霾被代替，秋高气

爽之意乍现，运动会也走向了尾声。同学们早早来到了看台，等待比赛的开始，而随

后开始的女子铁饼决赛，也确实没让同学们失望。王丹彤同学凭借个人超强实力，不

仅取得了冠军，而且继去年打破全校纪录后又一次打破了由她自己保持的全校纪录！

这就是体育竞技的魅力与意义所在——不断超越，超越自

己。相信所有的观众都为王丹彤同学奋力拼搏、超越自我

的精神所深深折服，而我们也为她感到骄傲！

接下来，备受瞩目的男子四乘四百的比赛随着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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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同学们的加油呐喊中开始了。哨声一响，第一棒同学就宛如离弦之箭，在本组所

有参赛者中一马当先，向着第二棒同学冲去。四乘四百是耐力与速度的较量，看台上

同学的热情呼喊以及擂鼓助威是最好的加速器。四位卯足了劲儿在赛道上奔跑的队员

配合默契，奋力拼搏，上演了一场塑胶跑道上的速度与激情。这样四位追逐风的男同

学，也为我们院取得了全校第八的成绩，同样可喜可贺。

随着上午两场赛事的顺利结束，运动会闭幕式也于第三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开始。

各个院的同学又一次激动兴奋地在体育场集合，一面面院旗也随风飘扬，似乎是在庆

祝着运动会的圆满结束。蒋曦环同学在女子 1500 米决赛中夺得第一；夏振坤同学男

子 100 米决赛第三，200 米决赛第一，110 米栏第八，以傲人的成绩为法学院赢得了

无数的荣誉。而参加男子 4x400 的健儿们也在激烈的竞争下夺得了第八。在今年的

运动会中，通过各位同学的努力以及运动员的出色表现，我们王健法学院不仅获得了

体育道德风尚奖，并且以总分 129 取得了全校总排名第六的好成绩！

努力拼搏，锐意进取，携手奋进，共创佳绩。最后，我们要感谢为这次运动会付

出努力的所有的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以及在背后默默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因为

有了你们，青春的激昂才得以在赛场上被完美的诠释；因为有了你们，运动会的精彩

与感动才得以在各个细节被展现。我们期待着下一届运动会，能再次与大家共同参与，

共同见证新的超越与新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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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

蝉联“法援杯”案例分析大赛冠军

江南深秋，天气微凉。第四届“法援杯”案例分析大赛在复

旦大学举办。参加此次大赛的有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政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与苏州大学。除了名校云集，这次大赛还请来了复旦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世刚和陆志安，上海市托普律师

事务所主任合伙人、复旦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校外指导老师汪翔，

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栋担任评委。经过激烈角逐，代表苏州大学参赛的王健法学院法律

援助中心在比赛中表现优异，蝉联冠军。参加本次比赛的选手分别是：郭宸、孙蕾、周雨婷、

邱滋森；观赛团成员为雷一鸣、缪奇、何新、施金花。

比赛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为积分淘汰赛，下半场为对抗淘

汰赛。上半场又分为两轮，分别为不定向选择和案件争点归纳。

在上半场第一场的较量中我院四位参赛选手发挥出色，与上海交

大并列第一，取得领先优势。在第二轮案件争点归纳中，选手们

灵活运用所学，冷静分析问题，推理案件，将案件争点一一归纳。

在选手答题结束后，两位律师评委对选手答题情况做出了专业的

点评，对同学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示肯定。上半场两轮比拼之后，王健法学院法律

援助中心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与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一起进入

下午的下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的四所大学被分为两轮两两对抗，顺序由抽签决定。首先第一轮对决的是上

海交通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第二轮对决的是苏州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在这里两轮比赛中

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最终华东政法大学和苏州大学都以 4:1 的比分胜出，这两所学校

将进入冠亚军赛，争夺大赛冠军。

冠亚军赛是国际人道法案例分析，我院同学语言措辞严谨，逻辑清晰严密，说理充分，

引例有据，很好地展现了东吴学子的风采。华东政法大学也毫不示弱，发言选手语言流利干

脆，观点明确。双方的陈述让观众对国际法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强者对抗，针尖对麦芒，这场冠亚军赛激烈又好看，扣

人心弦。

最终，王健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获得本次比赛冠军，华

东政法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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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贺嘉伦（Geraint Howells)院长

一行来我院进行交流访问

2016 年 10 月 31 号上午，香港城市大学法

学院院长贺嘉伦教授（Prof. Geraint Howells）

一行来我院进行交流访问。我院院长胡玉鸿、党

委书记周国华、教学副院长方新军、党委副书记

兼副院长陆岸、行政副院长严俊等对其进行了热

情接待。

通过一段简短的学院纪录片，胡玉鸿院长向贺嘉伦院长简要介绍了王健法学

院的历史背景、发展现况及未来目标等，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与香港城市大

学法学院在教师交流、学生互派及科研协作上有更深入的合作。贺院长表示，两

院在学术科研方面有许多的共同点，今后势必有很多合作的机会。另外，他也会

鼓励香港学生来我院进行交流，学习中国法律及中文，提高自身素质。

紧接着，贺嘉伦院长在中式模拟

法庭为我院师生进行了了题为《比较法

视野下的产品责任》的讲座。贺院长主

要从英美法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介绍

英国法、美国法、新西兰法、欧盟法、

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等国家、地区及组织在产品责任上的新发展，进而阐述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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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在产品责任上采取了欧盟法的模式，而欧盟的判例法于产品责任领域则

愈加发达，产品责任法领域的发展也影响了实务中发生的诸多产品责任诉讼。随

后，贺院长进一步剖析了现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品”与“损害”在英

美法上应如何界定的问题，贺教授认为，无论是律师、法官抑或学者，均需要更

好地去理解与揣摩产品责任领域最核心的法政策目的。

贺院长对产品责任法上新发展的介绍极

大地拓宽了在场听众的视野，并引起了在场听

众的极大兴趣。方新军院长通过我国现行《产

品质量法》的规定出发，从而对英美法上“产

品”以及“损害”的范围等问题与贺院长进行了探讨。有同学就产品责任与纯粹

经济损失的适用关系以及产品责任在合同法和侵权法领域的适用范围等问题向

贺院长发问，贺院长一一予以了细致的解答与回应，体现了他在产品责任领域的

权威性，现场老师同学均表示受益匪浅。

香港城市大学是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资助的八所大

专院校之一，获教育部列入国家重点高校名单，为中俄工科大学联盟成员高校。

根据 2016 年英国 QS 大学排名，城大位居全球第 55 位，亚洲第 7 位。通过本

次交流访问，我院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会通过签订院际框架协议来进一步落实

各项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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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暨第六届研究生会换届大会圆满召开

2016 年 11 月 2 日下午，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研

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暨第六届研究生会换届大会，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苏州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

管理办公室主任俞伟清、王健法学院院长胡玉鸿、党委

书记周国华、副书记陆岸、研究生辅导员张焕然、院团委负责人曹妍等领导、老师以

及 70 余名研究生代表和 25 名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出席了会议。

苏州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任俞伟清老

师到会并讲话。他对王健法学院第一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的召开表示祝贺，对王健法学院研究生会工作给予高度

肯定，对王健法学院研究生会如何规范开展工作提出了

宝贵的指导意见和殷切的期望。

王健法学院院长胡玉鸿致开幕辞，他对本次大会的

召开表示祝贺，对研究生会的职能作了强调，并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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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表和下届研究生会提出了希望。他鼓励同学们加强学习，明确职责；树立服务意

识，处理好学习和工作的关系；团结合作，共同做好研究生会的工作；忠诚担当，做

合格法律人。

会议审议通过了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第五届研究生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大会

选举办法，宣读了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研究生会第六届成员候选人简介并由候选人进

行竞职演讲，选举产生了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研究生会第六届成员。

最后，周国华书记讲话。周书记对王健法学院

研究生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以及新当选的研究生会

成员表示祝贺，对各位代表及竞聘学生的积极参与表

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周书记透过各位代表号召全院

研究生：一是要增强责任与担当，二要加强专业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和能力，三要做

遵纪守法的楷模，四要做爱校爱院、为王健法学院增光添彩。最后，对新一届研究生

会的工作提出了“引领正气，务实执事，服务同学”的要求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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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叶六，男，1974 年 9

月生，安徽枞阳人，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学士，中

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

学法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

向为刑法学。曾任南京财经

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日本东

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客

座研究员（2008 年 10 月

-2009 年 9 月）、台湾大学访

问学人（2014 年 11 月

-2015 年 1 月）。兼任江苏省

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

法官培训学院兼职教授、苏

州市公安局法律专家顾问等

职。

已出版专著《犯罪实行行

为着手研究》、《共犯论的基础

及其展开》2 部，译著《刑法

总论讲义》（[日]松宫孝明著）

1 部，副主编教材《中国刑法

分论》1 部，在《法学研究》、

钱叶六，刑法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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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中外法学》

等刊物上发表论（译）文 60

余篇， 10 余篇论文被《中国

社会科学文摘》、《刑事法学》

等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司法部、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国

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另作为主要参与人参与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重大项目、教育部、中国法

学会等项目。

2016 年获江苏高校“青

蓝工程”学术带头人称号；

2013 年度获江苏省第三届优

秀青年法学家提名奖；科研

成果曾获中国法学会首届、

第二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

奖三等奖、江苏省第十三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三

等奖、江苏省第三届法学优

秀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哲

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六届

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项；

2009 年度获南京财经大学青

年教师教学公开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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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潇，男，苏州大学王健

法学院教授，法律史教研室主

任，法律史硕士点负责人；中

国法律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法

学会法律史研究会副秘书长。

江西师范大学政教本科

（1986-1990），南京大学法学

硕士（1995-1998），中国政法

大学法学博士（2001-2004）。

曾于 2014 年 8 至 9 月在中共

中央党校六部委研修班学习。

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法律

文化。社会兼职有苏州市政府

立法咨询员、苏州市检察院人

民监督员、苏州市民盟法制委

员会委员。

迄今为止在《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中外法学》、

《环球法律评论》、《政法论

坛》、《法商研究》、《法学家》、

《法制与社会发展》等期刊

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其

中多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

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

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

等转载。

方潇，教授，法律史教

研室主任，法律史硕士点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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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著作：《天学与法律》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结项成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代表性论文：《中国古代的

代亲受刑现象探析》（《法学研究》

2012 年第 1 期）；《医人医国：医

学对唐代司法的影响》（《中外法

学》2009 年第 2 期）；《法律如何

则天——星占学视域下的法律

模拟分析》，（《中外法学》2011

年第 4 期）。

曾参与承担国务院重大

文化工程“清史纂修工程”之

专项课题一项。独立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二项、教育部规

划基金项目及司法部青年基

金项目各一项。

科研成果曾获第十四届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第三届江苏省法学优秀

成果奖、第十三次苏州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各一等

奖；第四届中国法律文化优秀

成果二等奖等；江苏省高校第

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各三等

奖等。

热爱教学，并热心参与公

益性学术活动，积极为法学院

学生创造学术交流平台。如自

2006 年开始创办“法律史学术

系列沙龙”，至今已坚持 10 年，

共举办 70 多期，获得师生广

泛好评和充分肯定。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常常喜事 凡事谢恩

法学院的邀请，在校友会简报上写篇文章。说实话，法学院毕业 5年，现

无房无车，我只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苏州小律师，赚点钱养家糊口而已，谈

不上杰出校友。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与法学院的一些真实故事，希望能

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启发。

时光飞逝，一晃 2016 年又快走完，然而回到 8年前即 2008 年，这一年发

生了很多大事情，宏观上看，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北京奥运会，最悲伤的事情

莫过于汶川大地震，在这样的天灾面前，我们人显得多么渺小和无力，确实，

人生苦短，哭有时，笑有时；微观上看，每个人都在经历不同的环境，遇见不

同的人和事，其中有些或许能影响一生。对于我而言，2008 年影响我最大的

事情之一莫过于考上苏大法学院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与法律打交道，这在 08

应

汪玉平校友简介

汪玉平，男，安徽安庆人，苏州大学王

健法学院 2011 届法律硕士专业毕业生。现

工作于上海方本（苏州）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和执业专利代理人，主要执业领域为知

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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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我根本都没有想过会学法律，更没想到会从事律师行业。

本科学的是计算机，可是学下来没什么特别大的兴趣，想转行。大三暑假

时了解法律硕士专业，考生都是非法律本科，思考了两天，就决定报考法律硕

士研究生，可是最后连复试都没有进去。毕业后，来苏州找工作，找了半个月

都没有找到工作，好几次坐公交车经过苏大北校区和本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

滋味，因为之前考研选学校时，也考虑过苏州大学，不仅因为它的名气，更重

要的是它的公费比例很高（哈哈），心里没底，所以就不敢报。于是决定不找

工作了，而再次考研。感谢上帝的帮助，进入苏大法学院研究生复试名单。在

研究生面试时，记得当时有胡玉鸿老师在，我问了老师们说：我的脸上的伤疤

会影响录取吗？他们笑了笑说：不会的！随后，公费录取，感谢苏大法学院。

苏大的校友和学生都知道，在苏大本部西门旁边，有一座很古老的教堂，

名叫圣约翰堂，而这座教堂和东吴大学是有联系的。东吴大学于 1900 年由基

督教监理会创办的，而圣约翰教堂始建于 1881 年（清光绪七年），由美国监理

会传教士潘慎文在天赐庄（意为上帝所赐的地方）建造，名为首堂，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博士的祖父李仲覃牧师（1870-1941）为该堂的首任华人主

任牧师，另外，创建于 1883 年 11 月 8 日的博习医院也是由传教士创办的，确

实，不管中国人目前对于基督教这个所谓外来教是如何的排斥，对于当年西方

传教士在中国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贡献，我们应当予以认可和感激，而不是

逃避或者否认。2008 年圣诞节，我在圣约翰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其实，从

事法学理论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在研究西方法学理论的历史和渊源时，必然不

可避免地要去研究基督教，例如美国，它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上的国家，

而且美国宪法是以《圣经》为基础的。记得苏大法学院的从事法理研究的周永

坤教授还专门开过《圣经》与法理的讲座。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法律人特别是

从事法理研究的学者或者是学生，还是很有必要去了解和研究下基督教，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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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读《圣经》，不一定非要去相信它，但至少得稍微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不能

不负责任人云亦云地说基督教是洋教，是用来侵略我们的，我们不应该先入为

主，还是先去了解后再下结论，因为我们毕竟是法律人。

到了研二下学期，要选论文的指导老师。我当时选择的是董炳和老师，他

是一位非常和蔼、谦卑且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当他得知我之前本科是学工科的，

他就建议我去报考专利代理人资格，这样将来就业会有帮助。我就决定试试，

后来涉险过关。至今，我还和董老师保持联系，有时在业务上的问题会请教他，

他确实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

到了研三，班里许多同学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我没有考，主要因为自己

还是喜欢自由一点，不想被约束在体制里。自由和稳定，有时就像鱼和熊掌不

能兼得一样，需要找个平衡点。在通过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后就开始找工作，

当时向几家专利代理机构投简历，也去面试过，结果都不行。后来还是董老师

把我推荐给了方本律师事务所的金春卿主任，金律师也是苏大法学院的校友，

是法学院第一届本科生，创立方本前在苏大法学院教书。就这样，我就开始了

在方本的律师执业生涯至今。

现在回想在苏大法学院的三年，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在那里，确定了我

的职业方向，遇到了很多很棒的老师，更重要的是开始接触信仰。感谢上帝让

我经历这一切，惟愿常怀一颗感恩、喜乐的心去生活，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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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校友简介
2010 年本科毕业于苏州大学王健法学

院法学专业，江苏省委组织部选调生，曾任

共青团苏州市相城区委员会副书记，现任苏

州市相城区北桥街道党工委委员。

校友

母校感言

感恩于苏州大学的 4 年时光，虽不达“百年东吴”枝繁叶茂之一隅，也足以窥阅浮

世之一斑、涵养人格之浩然。

学弟学妹寄语

1.“天生我才”的前提是“术业专攻”，大学时期，系统学习的时间与机会如果错过

了，以后如果想“补课”，代价更大。

2.造福民生、贡献社会的前提是找到工作、填饱肚子，要有自己的奋斗的目标，毕

业后若干年的成就，就是对今年努力学习提升的总结。

3.“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告诉我们做人品行要端正，这是将来踏上社会的立

足之本，也是人格底线。

4.这世间效率最低的一件事，就是跟年轻人谈经验，因为再多的教诲，不如让年轻

人自己跌倒反思。因而所谓寄语，有人看看莞尔一笑，有人压根不会看，若是有年轻人

看了有触动，也算对母校做点贡献了。

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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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谢忠东

阎世强

王东传

李畅

盛皓

徐生梅

江九红

汪煜

周晓东

徐军

姚旭斌

欧旭东

张玮

方伟军

周冬冬

陆伟

刘文军

朱正

谢群山

工作单位

江苏省纪委检察委员会

江苏东方瑞信律师事务所

南京市第三公证处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江苏省农药研究所

无锡市广电集团

江苏通运律师事务所

无锡市惠山区纪委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

张家港市纪委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海侨律师事务所

江苏大名大律师事务所

苏州市司法局

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

校
友
会
通
讯

录
（90 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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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会
通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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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纪闻恺

陆金保

徐云

赵晖

丁红枫

朱全轩

臧丹平

唐雷洪

徐家俊

徐道波

马生鑫

周文

王建

袁丽云

沙晓陆

王志良

江英

施学雷

工作单位

苏州市海关

常熟市人民法院

镇江市环境保护局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

镇江市江苏司法警官学校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

镇江市大唐人律师事务所

联大集团深圳公司

江苏云台山律师事务所

灌云县人民法院

东海县人民法院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尊鼎力律师事务所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

南通市政法委

南通市监察局

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90 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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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排列不分先后

信息如有变动，请将新信息发至 wangjianfxxyll@163.com

友
会
通
讯

姓名

吴静静

陈立彤

熊毅

吴晓军

吕青

卞志霞

祁晖

孙玉金

华为民

沈激扬

刁成路

楼向阳

姚图

宋健平

丁煌

工作单位

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上海元达律师事务所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洪泽县共和镇政府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本溪市

泗洪县人民法院

扬州市人事与社会保障局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

江苏高朋律所

江苏法鼎律师事务所

盐城市人民检察院

盐城市涤非律师事务所

射阳县人民法院

校

录
（90 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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