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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9 月 2 日上午 9点，由苏州市司法局、苏州市知识产权局与苏州市律师协会、

苏州大学苏州知识产权研究院共同策划举办的 2016 年苏州市律师知识产权法律

服务高端研修班开班典礼在苏州市太湖金谷会议中心四楼会议室举办。中国法学

会知识产权研究会名誉会长、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教授，苏州市司法

局朱正局长，苏州市知识产权局张彪局长，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

院胡玉鸿院长，苏州市律师协会林晓克会长、苏州市知识产权局施卫兵副局长等

领导出席了开班典礼。

本次研修班是全市范围内第一次大规模长时间的律师专项业务培训，历时八

个月，学员超百名。目的在于构筑知识产权与法律服务的人才高地，提升苏州市

本土律师团队的知识产权服务意识与业务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法律服务的良好

融合，促进苏州的创新创业发展。为了整合最优质的师资、打造最精品的课程、

提供最专业的实务训练课程指导，主办方多次召开座谈与研讨，积极听取各方建

议，最终确定了学员遴选办法、课程设置标准、师资选择要求等，形成了规范的

教学管理与后勤保障制度。经过半年多的筹备，2016 年苏州市律师知识产权法

律服务高端研修班终于拉开帷幕。

开班典礼由苏州市律师协会林晓克会长主持，首先是苏州市知识产权局施卫

兵副局长介绍了本次研修班的缘起及筹办组织情况。随后，学员代表陆银泉律师

发言，表达了学员们对这次培训的期待以及认真严谨的学习决心。接着，苏州大

2016 年苏州市律师知识产权法律服务

高端研修班隆重开班

学院动态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学知识产权研究院胡玉鸿院长对研修班的隆重开幕表示祝贺，并表示作为组织管

理方，研究院将积极协调、全勤投入、全面维护培训活动的有序开展。之后，苏

州市知识产权局张彪局长介绍了目前苏州市知识产权工作的发展状况，指出知识

产权法律服务仍存在短板，从知识产权强市战略的高度充分肯定了本次培训的重

要意义。最后，苏州市司法局朱正局长致辞，朱局长指出，本次培训对于推动苏

州法律服务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将进一步拓宽苏州律师、公证

服务专业化、高端化的发展之路，并要求广大学员珍惜学习机会，遵守管理规定，

实现效益最大化。

开班典礼后，由吴汉东教授作首场专题讲座：知识产权制度的演变。吴老师

深刻分析了当前知识产权的国际发展态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并指出中国知识产

权战略的突破重点是构建一体化的运营战略，加快市场、技术、人才的培育，形

成以品牌为中心、以专利为对象的知识产权运营战略。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中，研修班将采用专题讲授、课堂互动和实务演练相结合

的培训方案。课堂讲授邀请国内学术、司法、行政执法等领域的知名专家以及资

深知识产权专业律师，按照研讨确定的专题，对知识产权基本理论、基本法律制

度和主要规则、企业知识产权服务的基本业务进行课堂讲授，同时穿插现场提问

互动；实务演练由受训律师根据事先给定的教学素材，在专业法官与行业专家的

现场指导下，通过分组讨论、模拟法庭等方式，把课堂讲解的内容熟练应用于具

体的案件或非诉业务中，既培育受训律师的综合运用能力，又检验课堂教学的实

务效果。

面对知识产权的商业化趋势，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

何进一步体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协助中国企业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全球竞

争，将成为新时期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期待苏州的律师团队

有出色的表现！

学院动态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学院动态

9 月 5 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法学院研究生教育再获佳绩。《省教育

厅关于公布 2016 年江苏省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的通知》，苏州

大学王健法学院获得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学术型）

1 篇，优秀专业学位硕士论文 2 篇，他们是：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刘斌博士学位论文：《寻找正义宪法—

—基于宪法的三种理想类型分析》，指导教师孙莉教授；

刑法学专业尚闯硕士学位论文（学术型）：《论被害人过错对

定罪量刑的影响》，指导教师李洪欣副教授；

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学位仇伟伟硕士论文：《吴经熊论法

的艺术精神》，指导教师张薇薇副教授；

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丁天立硕士论文：《先秦法家“正

义观”析论》，指导教师方潇教授。

这是王健法学院继 2016 年 1 月 9 日，于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在京召开指导委员会会议暨第九届法律硕士教育论坛上获得三

大奖后，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取得的又一佳绩，亦是全院师生的光荣。谨向

各位获奖师生表示热烈祝贺！

王健法学院全体师生将再接再厉，着力增强内功，扩大对外交流，为

法学教育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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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2016 年本科生生源质量再上新台阶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一贯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以就业创

业为导向，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培养人才

质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2016 年 9 月，来自全国各地的

164名 2016级本科新生将来到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报到入学。

今年录取新生中高分考生人数大幅增加，学生生源结构进一步

优化，生源质量再上新台阶，体现出学校和学院的办学实力及

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本科录取第一志愿生源充足，文科投

档线 378 分，理科投档线 375 分。其中，文科录取法学专业的

最高分 387 分，平均分 381 分；文科录取知识产权专业的最高

分 380 分，平均分 378 分；理科录取法学专业的最高分 388 分，

平均分 381 分；理科录取知识产权专业的最高分 379 分，平均

分 376 分。我院录取的文科考生中囊括了报考苏州大学的第一

名和第二名，文科生源质量进一步提升。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多年来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他们如

今大多已成为江苏省内法律实践部门的中流砥柱。在今年本科

生入校生源质量进一步提升的背景下，王健法学院必定会培养

出更多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法制化建设需求，守法知法用法、

胸怀家国天下的优秀的法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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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胡玉鸿院长首先发表致

辞。胡院长对新生表示了热

烈的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法

学院的重点学科、教师科研

能力、教学环境等。胡院长

对同学们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博学多闻，开卷有益；

二、把公平与正义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心存正义，勇做弱者的守护神；三、知

行合一，推进法律发展的进程，并且积极主动投身各种与法律相关的活动。最后

胡院长希望同学们能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开创新的篇章。

下面由教师代表民商法教研室的张学军教授发言。首先他祝贺了新生们能考

入法学院，并对新生们提出了一个

希望:不被落下，尽量优秀。他认为

新生必须要有理想，因为没有理想

就会迷茫。而最低理想便是不被落

下，最高理想就是尽量优秀。他还

提了五个建议：不要逃课、认真完

成作业、认真备考、通过司考、积

极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由于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要求很高，最后他还提出了“四

能”和“五习”。“四能”分别为：能驾驭汉语写作（每天写作文、阅读正式文

件、阅读当代优秀文章）；能听说读写一门外语；能长期坚持锻炼；能多复习。

“五习”分别为预习、练习、复习、演习以及实习。

接下来由学生代表、法学院学生会主席、2014 级法学专业吕佳坤同学发言。

吕佳坤同学先是对研究生学长学姐表

示祝贺，随后便对本科生学弟学妹提出

建议。他认为大学生活应该由自己掌握。

大学之初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大家同在

一条起跑线，不同的是梦想，造就了四

年后不同的结果。他也提了四个建议：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不要给自己设边界；不要高看自己；不要嘲笑别人的失败；最重要的是，永远记

得感恩。

随后由 2016 级本科生代表王亦一同学发言。王亦一同学讲述了自己从高中

到大学的转换，她本以为到大学可以破茧成蝶，现在却发现自己还很稚嫩，但她

明白了现在最该做的不是放松而是提升自己。大学很短暂，应该珍惜大学四年，

珍惜读书的日子、珍惜老师以及同学。这样才能不忘初心、突破自我.。

2016 级硕士生代表法学理论

的宋丽娟同学发言。宋丽娟同学给

了大家很多平实走心的建议。 她

把对自己的期许和对大家的建议

提炼为四个关键词，首先是“感激”，

感激学校，感激父母，感激师生，

最后，感激自己。第二个是“目标”，

要确定研究生阶段的目标，做到“胸中有韬略，脚下有实路”。第三是“创新”，

不骄不躁，用心做出成果。其次是“激情”，要对学业有激情，因为苦读是一件

很痛苦的事。而且激情是创新的动力，要对生活充满激情。最后是“修身”，这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法学院的学生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修身立德，以

卫公正。

最后是 2016 级博士生代表法学理论的羊桦林同学发言。他首先提出的就是

要怀揣一颗感恩的心，用感恩的心，勇往直前、攻坚克难。他也说要珍惜在苏大

学习的每一天，因为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时也要赶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他还建议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虚心向老师同学请教。以此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于此，主持人陆岸副书记宣布本次开学典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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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褚海峰校友简介：

2007 年苏州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银行苏州分行
工作，先后从事授信发放审核、稽核等工作。

前段时间，看到微信朋友圈发的苏州大学 2016 级本科生开学典

礼，震撼的场面，温暖的表演，庄严的仪式，以及有着“男神”之称

的熊校长讲话令人眼前一亮，虽然是一场属于新生的盛宴，但还是将

我这个离校 N多年的学子，带回了记忆中的校园，说 N 多年是因为我

有幸 2 次踏入苏州大学，成为其中的一份子。1997 年，我通过高考

考入当时的工学院，就读计算机专业，此间还经历了苏大百年校庆，

校庆纪念汗衫依旧珍藏在衣柜里，毕业以后旋即参加工作；为了实现

心中对法律的追梦，2004 年，我毅然辞去工作，参加研究生考试，

再次踏入苏州大学的校园，攻读法律硕士，开始了系统化的法律学习。

2004 年，再次踏入苏大的校园，发现母校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本部的校园依旧郁郁葱葱，文星阁、钟楼、

体育馆（现博物馆）等散发着历史的气息；陌生的是校园陆续建起了

理工实验大楼、物理科技楼，设立了轨道交通学院、纳米科学技术学

院等高精尖学科，进一步展示着具有悠久历史的母校在前进道路上的

飒爽英姿。

法学院最早可上溯至 1915 年创立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有着“南

东吴、北朝阳”之美誉，是有着优良教学和深厚积淀的专业法律院系。

在丹桂飘香的季节，我开始了对法律的探索之旅，



从最基本的基础知识开始，法学院的老师们毫无保留地给我们讲授专

业知识、剖析案例，通过引经据典使我们更为直观、深入地掌握和理

解法律原理，为培养严密的逻辑思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工作生活

中仍让我收获颇丰；模拟法庭上，同学们你来我往，据理力争，期间

老师还别出心裁地安排学弟大闹法庭一幕，道永兄身为审判长虽因心

善没有彻底“制止”，但也没有慌乱，表现出十分镇定的样子，从而

看到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良好典范。校园的生活是多彩的，回忆起文

科楼前踢足球的美好时光，只要有时间，叫上几个好哥们来一场酣畅

淋漓的比赛；课余之时，和李洪欣教授、陆岸书记等在活动室打乒乓

球也是令人开心和放松的，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和胡亚球教授

打球，怎奈胡教授“放水”，我大比分获胜，后来的课上，他跟我说，

我俩何时能平起平坐地打乒乓，顿时同学们哄堂大笑，现在回想起来，

仍然让人忍俊不禁。

校园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经历了学习、撰写论文、答辩后，是时

候和母校说再见了。作为 2 次进入苏大学习的学子，学于斯、长于斯，

母校不仅教给我专业知识，也教给我做人的道理，更让我在人生的道

路上不断成长。

母校的发展有目共睹，能够成为其中一员是幸运的，也是有缘的。

母校是学子温暖的港湾，是知识的补给站，愿各位校友与苏大的这场

相约，成为人生中最精彩、最难忘、最华丽的篇章。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吕洪果校友简介：

2006 年苏州大学法律硕士毕业，现为苏州大学在读法学博士，山东

省法学会会员，山东省烛光公益服务中心名誉会长，潍坊市律协公益诉讼

和法律援助委员会委员，潍坊市金融法学会理事；2013 年 12 月被山东省

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团省委、妇联评为 “山东好人”；山东

经贸职业学院教师，山东豪德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近年热心于公司法律、

劳资纠纷、婚姻家庭财富传承等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承东吴遗风，养正气，法完人

当年报考硕士的时候差点跟苏大失之交臂：当初准备考研我是和大学

同宿舍的兄弟刘国栋一起复习的，报名的时候他报了苏大法学院，我报了

武汉的一所学校。报名当晚做了一个梦，梦里老是叨念两句诗“姑苏城外

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第二天找了招办的老师硬是把志愿改为苏州

大学法学院，为此我和国栋还比较担心，同时录到同一个地方的两个人几

率会不会太小，结果我们两个人都被录到。我相信我跟苏大有一种缘分。

三年的苏大生活，收获颇多。感谢苏大让我遇到足以感恩一辈子的老

师，喜欢听艾永明老师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喜欢大哥一般的胡玉鸿老

师，为了司法考试，牺牲休息时间晚上给我们辅导《法理学》；感谢班主

任杨洪源老师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寻找勤工俭学的机会……要感恩的老

师太多了，好老师，教会我们知识，更多的是教给我们一种态度，一种精

神，这种态度和精神会支持我们一辈子。

当年宿舍在东区，晚上临睡前是最热闹也是最美好的时光，有在洗手

间边洗衣服边唱歌的，有在寝室大声辩论的，还有互相串门搞社交活动的。

我和山西的张爱泉一个寝室，他高我一级，女朋友在上海读研，他临睡前

的必修课就是跟女朋友煲电话粥；走廊里经常回响着李旭标准的河南话

“弄啥来”。隔壁寝室的同学李玉平每天早晨醒来先披一条毛毯打坐一会，

然后自语“这个世界”，起床刷牙洗脸；安徽的汪竹平总是夹一个包，急

匆匆来，急匆匆走，俨然已是成功的大律师。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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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大一年四季就是一个免费的风景区、具有浓厚人文气息的风景区。

课余时间徜徉在美丽的校园，坐在钟楼前的草坪上看着周围古色古香的建

筑在想，当年王宠惠是不是从钟楼前走过，倪征奥有没有在方塔上眺望沉

思，查良镛（金庸）会不会在子实堂酝酿“华山论剑”，还有梅汝璈、李

浩培……

学生时代除了学习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了，本部西门口的生煎，十梓街

上的回锅肉盖饭，十全街上江南人家的热炝鲈鱼，莫邪路上陆长兴的

面……还有相门后庄系列小吃一条街！烤鱿鱼、小馄饨、肉夹馍、豆腐花、

辣糊汤、鸡蛋灌饼之类的，当时都是我们学生的大餐。其实现在无论在哪

里几乎都能吃到这些东西，但总感觉没有当年的味道。有时候还去横街的

市场逛逛，买一些菜回到宿舍，躲过宿管阿姨，关上门，在宿舍里用电饭

锅涮火锅，大快朵颐。记得当年住在东区，东区小南门那里有座小房子，

初一十五就会有一些老阿姨在焚香烧纸，据说该地是“洪七公庙”的旧址。

旁边有好多卖小吃的，其中有个卖烤饼的，饼脆而香，当时价格是一元钱

一个。上次去苏州，特意去看了一次，小房子还在也有好多小吃，但卖烤

饼的已经不在了。

毕业后回到了山东潍坊工作，这个城市以“园林多，庙宇多、牌坊多”

著称，当年郑板桥在这里做过知县曾写下“三更灯火不曾收，玉脍金齑满

市楼。云外清歌花外笛，潍州原是小苏州”的古诗，原来我真的跟苏州有

缘。每当听到苏州或者苏大的信息，就会怦然心动。记忆的闸门就会一下

打开，自修室通宵的深夜，挥汗如雨的操场，校园里比学生还淡定的肥猫，

食堂的大叔，尊师轩的晨读，考试的小抄，宿舍的舍友，门口的烧烤，还

有考不完的试，繁忙的兼职，呆坐一天的图书馆……一切跟昨天一样。对

苏大的爱是我喜欢这个不知该怎么诉说的地方所拥有的回忆，而回忆不仅

为怀旧，更多是纪念。

现在我有了一份满意的工作，温暖的家庭，这一切源于苏大对我的教

育，我总也以毕业于苏大为荣。每当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总是以我苏大的

老师为榜样，每当在法庭上辩论遭受挫折时总会想起老师反复强调的那句

话“正义从来不会缺席”。

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不是我爱你、我想你、我等你，而是我会经常看

你！毕业以后天各一方，生活有快乐，有悲伤，但如果有空，记得常回苏

大看看。

2016 年 9月 22 日于鸢都湖龙门阁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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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吉林大学法学学士（1985-1989 年）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1991-1994 年）

苏州大学法学博士（2002-2005 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2006-2008 年）。

经历：

曾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担任法官七年

曾访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部、参议院

司法委员会、美国律师协会、国家宪法中心、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西北大学法学院等。

现职：

王健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点负责人

王健法学院宪法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王健法学院工会主席、党委委员、学术分委

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

学术兼职：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理事

苏州市政策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委员

苏州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专家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副主编。

主要著作：

《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宪法学》（副主编，中

国人事出版社 2001 年版）

《宪法学基本论》（副主编，中国人事出版

社 2002 年版）

《宪法基本权利新论》（副主编，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4 年版）

《宪法基本理论》（合著，中国民主法制出

版社 2007 年版）

《宪法与生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

（独著，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

《宪法原理》（第一作者，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东吴法学先贤文录•宪法学、行政法学卷》

（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上官丕亮，教授，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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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获奖：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第三届中青年宪法学者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4 年）

苏州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 年）

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12 年）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13 年）

苏州大学第七届苏鑫奖教金（科研奖）（2009 年）

苏州大学利苏教学奖（2010 年）

苏州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12 年）

苏州大学“周氏教育科研奖”教学类优秀奖（2014 年）

王健法学院个人教学杰出贡献奖(2012、2013、2014、2015 年)

苏州大学优秀共产党员（2010 年）

2010 年度苏州大学王晓军精神文明奖先进个人

苏州大学 2014 届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

2016 年（首届）苏州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

科研项目：

前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宪法比较研究（2001 年江苏省教育厅）

公民基本权利立宪模式研究（2003 年中国法学会）

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2005 年司法部）

中国法官眼里的宪法（2007 年江苏省法学会）

合宪解释与宪政建设研究（2007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研究（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

行政执法中的应用性法律解释研究（2010 年江苏省法学会）

克隆人立法的宪法规制（2012 年中国法学会）

弱势公民社会权的宪法保障研究（2012 年司法部）

行政诉讼中的法律解释方法研究（2013 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弃婴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2014 年江苏省法学会）

宪法视野下“当场击毙”的立法规制研究（2015 年中国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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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新军，1969 年生，浙江临安人，

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职：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院长，《苏州大学

学报（法学版）》常务副主编，中国民法

学研究会理事，江苏省民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

主要研究方向：

民法基础理论、债法。

主要获奖：

论著先后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三等奖，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二等奖，中国法律文化奖三等奖，

佟柔民法学青年学术奖等。主持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项，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项。

代表性成果：

《权利客体论——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角》，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现代社会中的新合同研究》，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盖尤斯无体物概念的建构与分解》，载自

《法学研究》2006 年第 4期；

《权利概念的历史》，《法学研究》2007 年；

《权利客体的概念及层次》，载《法学研究》

2010 年第 2期；

《私法和行政法在解释论上的接轨》，载自

《法学研究》2012 年第 4期；

《货运代理转委托行为的类型区分和法律效

力》，载《法学研究》2015 年第 1期；

《权益区分保护的合理性证明——侵权责任

法第 6条第 1款的解释论前提》，载《清华

法学》2013 年第 1期；《为权利的意志说正

名——一个类型化的视角》，载《法制与社

会发展》2010 年第 6期。



（王健法学院 1989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姓名

周松杉

朱琴娟

蒋敏

陆雅

李红枫

姚风华

周慧娟

韩静慧

孙勤芬

章智敏

王文华

储敏

夏杰林

邵吕威

顾宇东

王海斌

杨国祥

周俊

赖铭钢

刘向明

工作单位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江苏华朋律师事务所

苏州市政府法制办

扬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处

无锡市开发区人民法院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丹阳市政府法制办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

海安县人民法院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南京市鼓楼区国家税务局

江苏新天伦律师事务所

无锡市金宇外贸公司

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

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

江苏新开利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淮海律师事务所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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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法学院 1989

届本科毕业生名单）

姓名

季风

赵子龙

邵步贇

许小波

花玉军

胡明

闻明

王威

张雄雄

林马贤

工作单位

射阳县人民政府

江苏钟鸣律师事务所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金坛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淮安市盛祥泰房地产发展公司

太仓市委农工办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

昆山市开发区劳动人事局

泰州市民政局

注：排列不分先后

信息如有变动，请将新信息发至 wangjianfxxyl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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