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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法学院大事记（2019.1-2019.12） 

 

1 月 

5日       △王健法学院 2018届在职法律硕士暨同等学力硕士毕业典礼在王健

法学院东吴大讲堂隆重举行。王健法学院院长方新军、党委书记周

国华、副院长严俊、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振华以及学院部分导师，

共有 100余名学员参加了毕业典礼并被授予硕士学位。 

8日       △“金鸡湖论道：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园区）创建 专家实务

对话会在我院隆重举行”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东吴大讲堂内成功

举行。该活动由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王健法学院承

办。有包括苏州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五家的领导及代表、来自全国

各地著名高校和江苏省人社厅的专家学者们、苏州市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的代表、苏州电视台等媒体工作人员等两百多嘉宾出席。 

 

2 月 

是月        △董学立教授正式加盟王健法学院。董教授曾任南京财经大学法学

院院长，中国海洋大学繁荣工程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333

工程”第二层次学科领军人才、江苏省“青蓝工程”学科带头人、

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江苏省民法学会副会长、美国南德州大

学法学院、台湾东吴大学访问学者。 

是月        △马宁教授被聘为苏州大学讲座教授。马教授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教

授、长安学者、陕西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保险

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是商法基础理论和保险法。近五年

来，马宁教授在《法学研究》、《中外法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多篇，2015 年在 CLSCI（法学类核心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在商

法学科排名全国第一。出版专著两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

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一项。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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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      △中国法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闭幕，全会选举产生了

新一届领导班子。此次，江苏共有 12名学者入选要职。我院院长方

新军教授当选为理事。 

26 日-27 日  △牛津大学法学院 William Swadling 教授到访王健法学院，为我

院师生举办了两场精彩讲座《 英国法学教育的模式及新发展》《英

国物权法导论》 。 

是月        △赵毅同志被聘为王健法学院院长助理，协助院长做好研究生教学

工作等。 

是月        △在我校国际合作交流处的促成下，我院与美国康州大学法学院签

署了合作协议。在以下 5 个法律硕士（ LL.M.） 项目以及法律硕

士/法律博士（ LL.M./SJD）项目上开展合作：保险法法学硕士、美

国法研究法学硕士、社会正义及人权法硕士、能源和环境法法学硕

士、法律硕士/法律博士。 

是月        △经选举产生我院新一届（第九届）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候选人：方

新军、上官丕亮、方潇、张鹏、朱谦、王克稳、庞凌，其中方新军

担任主席、上官丕亮担任副主席。 

是月        △2 名王健法学院学生赴意大利米兰大学进行为期一学期的交换，

同时 2名意大利米兰大学的学生来我院进行交换。 

 

4 月 

9 日        △我院与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 IP 沙龙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苏州大

学研究生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隆重举行。 

17日       △我院与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在教学科

研实践领域形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首席

合伙人、主任金春卿、创始合伙人邹凤娟、合伙人张建、王胤、汪

玉平；我院院长方新军、党委书记周国华等参加了此次签约仪式。 

18日       △方新军院长一行前往苏州昊强律师事务所，举行苏州大学研究生

工作站授牌仪式。 

27日-28 日  △第四届“方本东吴杯”长三角法学研究生论文发布会在王健法学

院中式模拟法庭举行。论文发布会开幕式由王健法学院党委书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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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主持，吉林大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苗炎

教授、上海方本律师事务所主任金春卿律师、苏州大学研究生院党

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长吴雪梅、王健法学院院长方新军教授出席了开

幕式。本届发布会共有 15名选手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28日       △“法理论与法哲学论坛”2019年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苏州市东山

宾馆会议室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主办。来自

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商业大学以及澳门

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北方工业大学、苏州大学等各大高校法律院所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基因编辑”以及“法理学争议”的主题，进

行了为期一天半的深入交流与研讨。 

 

5 月 

9日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宪忠到访我院，为我院师生讲授

《关于民法典物权编担保物权的立法建议》。 

9日        △苏州市吴中区司法局局长肖冬梅、副局长王永春，苏州大学研究

生院综合办主任王杰祥，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党委书记周国华、院

长助理赵毅一行前往江苏坤象律师事务所，参加了“苏州大学研究

生工作站”揭牌仪式。坤象所高军主任、陈兰燕执行主任、沈芳副

主任等参加了本次活动。 

23日       △“苏州大学研究生工作站”授牌仪式在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隆重

举行，高新区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局局长娄强、我院党委书记周国

华、苏州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朱春霞、我院院长助理赵毅

一行参加了揭牌仪式。 

是月      △学院共有 3位教师晋升教授，3位晋升副教授。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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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环境资源法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如皋

法院长江法庭审判综合楼广场隆重举行。如皋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缪小华、长江镇党委书记顾留忠、我院教授朱谦、副教授冯嘉、

如皋市司法局局长卢延林以及如皋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联动成

员单位领导、如皋法院领导班子成员、长江法庭工作人员等出席揭

牌仪式。南通中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高鸿与我院党委

书记周国华共同为“环境资源法研究生教学实践基地”揭牌。如皋

法院院长章智敏主持揭牌仪式。 

19日       △江苏省法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第七届会

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王健法学院院长方

新军教授当选江苏省法学会副会长。此外，王健法学院张利民教授

当选常务理事，庞凌教授当选为理事。 

23 日       △王健法学院 2019 届毕业典礼在东吴大讲堂隆重举行。我院院长

方新军、党委书记周国华、副院长程雪阳、严俊、朱春霞、院长助

理赵毅，及各专业任课教师代表和 2019届全体本科毕业生、硕士研

究生毕业生、博士研究生毕业生参加了此次典礼。党委副书记兼副

院长王振华担任主持。 

 

7 月 

21 日-23 日  △第十五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王

健法学院隆重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

中心、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主办，由苏州大学公法研究中心、《苏州

大学学报（法学版）》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

吉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郑州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南大学、西南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师

范大学、广西财经大学、苏州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江苏省区

域法治协同创新中心以及苏州大学等三十多余所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约 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为期一天半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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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        △我院卜璐副教授、吴俊副教授参加了竞赛。卜璐副教授讲授了

《国际法上的国家》，吴俊副教授讲授了《程序正义及其功能》。经

过两位老师充分的准备以及良好的发挥，卜璐副教授以全校第一名

的成绩获得了一等奖，吴俊副教授以全校第九名的成绩获得了二等

奖。 

27 日        △苏州大学法律实践课程与公益诉讼研讨会”在苏州大学王健法

学院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广电融媒体

中心主办，由王健法学院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中心承办。来自南

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苏州大学等多

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上海、苏州等地司法实务界专家共计 30余人

参加了本次会议。 

是月      △学院加大进人力度，共引进特聘教授 1 位（董学立）,优秀青年学

者 1 位（庄绪龙）,师资博士后 3 位（蒋超、何驰、邵聪）,柔性引

进讲座教授 1 位（马宁）,兼职教授 1 位（刘铁光）,法学院师资队

伍结构得以改善。 

 

8 月 

30 日        △第二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顺利

开幕。在开幕式现场，国际版权人才培训基地举行基地授牌仪式。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为基地进行授牌，苏州大学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路建美代表基地接牌。 

31 日        △江苏省第五届大学生版权论坛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该论

坛是第二届江苏（南京）版权贸易博览会的主题论坛之一。我院 17

级知识产权专业硕士研究生桂沁在此次论坛征文活动中荣获优秀论

文一等奖。主题演讲环节中，我院硕士研究生桂沁以“改编侵权中

的实质性相似与实质性差异”为题，第一个登台演讲。 

 

9 月 

10日        △王健法学院 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在东吴大讲堂隆重举行。学院

领导班子成员、2019 年度“最受欢迎的老师”获评教师、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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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各类表彰教师、2019 级本科新生班主任、各教研室教师代表、新

生辅导员、老生代表、全体 2019级新生（含本科生、硕士生、博士

生）均参加了此次典礼，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王振华担任主持。 

是月        △为进一步创造优秀青年法学人才脱颖而出和健康成长的良好环

境，激励江苏省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积极开展法学研究，为全面推

进依法治省、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新贡献，江苏省法学会

从今年 6月开始开展了“第五届江苏省优秀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

经个人申报、初评单位评选推荐、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公示，

最终，我院民商法教授张鹏获选“第五届江苏省优秀青年法学家”。 

 

10 月 

12 日        △由江苏省教育厅主办，苏州大学承办的苏锡常镇通片高校组选

拔赛如期举行。我院 2018 级法学专业学生裴铮、2016 级法学专业学

生王安代表我校参赛，双双以片区赛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分别获得演

讲比赛、法治知识竞赛决赛资格。 

15 日        △我院与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江苏政纬律师

事务所谈海圣主任、合伙人尹继忠、宋红波、张德强、刘青林、江

海兵以及唐敬刚、罗缓律师，我院方新军院长、张学军教授、张鹏

教授、胡育新老师参加签约仪式。 

17 日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外事副校长若奥∙努诺∙卡尔文、人文学院

院长鲁伊∙伽玛、医学院教授杜阿尔特∙努诺∙维埃拉、社科院-科英

布拉中国研究中心葡方执行主任周淼、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唐晓晴

一行五人来访我院。 

17 日-20 日  △由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承办的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2019 年

年会顺利召开。本次年会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主办，王健法

学院承办，江苏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协办。

参会代表包括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研

究会常务理事和理事，以文参会的非理事代表和其他特邀代表，共

计四百多人，会议共收到会议论文 184 篇。众多专家学者、实务界

代表围绕“民法典各分编编纂中的疑难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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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法学会会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周继业，江苏省法学会民法学

研究会会长、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玉生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苏

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 

是月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我院方新军教授作为首席

专家申报的“民法典解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研究”（项目批

准号 19VHJ011）、上官丕亮教授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与文化法律制度的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 19VHJ018）获

得立项。这是苏州大学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重大研究专项项目立项。 

 

11 月 

9 日       △由江苏省法学会主办，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承办、苏州德擎律师

事务所协办的江苏省法学会担保物权法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

会，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举行。 

9 日       △苏州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正式启动仪式暨“首届学术论坛”盛大

开幕。来自各级纪委监委、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中国行为法学会、

各级公检法、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

南大学、山东大学等五十余个单位七十四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盛

会。 

12日       △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院副院长程雪阳教授

到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第六会议室作“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

主题讲座。讲座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武增副主任主持，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机关党委、宪法室、经济法室，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等部门的同志参加了此次讲座。 

16日       △苏州大学举办了第十八届青年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我院冯嘉老师

代表王健法学院参加了此次课堂教学竞赛。近日学校发文公布了竞

赛结果，冯嘉老师荣获此次教学竞赛一等奖。在此次青年教师课堂

教学竞赛中，全校各学院（部）通过内部竞争选拔共产生入围选手

39人，经过激烈的角逐，共产生一等奖 7名，二等奖 13名，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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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名。 

16日       △我院罗马法与私法史研究所顺利举办了第四届罗马法青年论坛。

全国研究罗马法的青年学者欢聚一堂，就本次会议主题“现代法的

罗马法渊源”展开讨论。 

18 日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王健法

学院举行。出席仪式的嘉宾有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江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徐清宇、副院长钟毅、政治部副主任刘冬梅、庞金全、办公

室副主任裘实、研究室副主任郭永亮、宣传处副处长史玮和王健法学院全体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21日       △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郑冠宇院长一行到访法学院，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与

学术探讨。 

22日-23   △第三届江苏省研究生法律案例大赛如期在我院举行。大赛吸引了 15家拥有

法律/法学硕士授予权的培养单位组队参赛，扬州大学凭借不俗实力拔得头

筹，荣获冠军，南京师范大学获得亚军，南京财经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并列

第三获得季军。 

是月       △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官网发布公告，我院郭树理教授被任命为

该仲裁院反兴奋剂庭（CAS Anti-doping Division）仲裁员。 

是月       △2019 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以下简称

“挑战杯”竞赛）终审决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在本届“挑

战杯”竞赛中，我校共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各一个团队入围全国终审

决赛。其中，以我院本科生毕冉、潘子路、张泰、嵇弈清、焦潇潇

以及社会学院本科生王田、江欢等同学为主要成员，以我院程雪阳

教授为指导老师的土地法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所撰写

的《如何分好“土地蛋糕”——基于北京等八试点集体土地入市增

值收益分配机制改革的实地调研》报告，入围哲学社会科学组（法

律类）终审决赛，并最终取得国家二等奖的好成绩，这是继 2001年

我院本科生参加“挑战杯”国赛获奖后再次获奖，距离上次获奖已

时隔多年，来之不易，对于学生课外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来说意义重

大。 

是月       △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西北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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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区红十字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竞赛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我院

代表队在两场积分赛的角逐中表现优秀，凭借稳定的现场发挥和优

异的书状分数，在三十九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本次大赛二

等奖。 

是月       △根据学校发文王健法学院内设机构调整为：综合办公室、教学科

研办公室和对外联络与发展办公室，人员编制不变。 

是月       △根据学校换届工作整体部署，学院顺利完成行政换届工作，方新

军同志试用期满正式任王健法学院院长，任职时间从 2018年 7月算

起；程雪阳同志试用期满正式任王健法学院副院长，任职时间从 2018

年 7 月算起。庞凌同志为王健法学院副院长，试用期一年。 

是月       △我院与捷克马萨里克大学法学院合作协议，进一步提境内外知名

度。 

是月       △学院与台湾台湾东吴大学续签合作协议。 

 

12 月 

1日        △王健法学院“双一流”建设研讨会暨王健法学院第一轮兼职教授

聘任仪式在王健法学院举行。出席仪式的嘉宾有苏州大学副校长张

晓宏、王健法学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以及接受聘任的二十多位专

家领导。聘任仪式由王健法学院党委书记周国华主持。本次共聘任

法律实务部门 31位专家作为我院兼职教授。进一步充实了教师队伍。 

6日-8日    △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主办，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省

法学会担保物权法研究中心承办，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上海市

光明律师事务所、中国法制出版社协办的“第四届担保物权法理论

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中式模拟法庭成功举

办，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48 篇。 

11日       △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院副院长程雪阳教授

到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参加“民法典草案合宪性和涉宪问题座谈

会”。本次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武增副主任主持，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刘俊辰副主任以及其他领导和工作人员，民

法典编纂专班成员，民法学和宪法学的 13位学者参加了座谈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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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座谈会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和民

法典编纂的部署要求，做好民法典（草案）中有关合宪性、涉宪性

问题而召开的。在座谈会中，与会专家就民法典（草案）中有关合

宪性、涉宪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程雪阳教授就草案物权篇部分

有关条文的合宪性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对《民法典·物权篇（草

案）》中的若干规定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建议。 

18日      △陈立虎教授、孙莉教授荣休座谈会在我院 B201召开，法学院教职

工代表、学生代表参加了本次座谈，党委书记周国华担任会议的主

持人。 

是月      △2019 年 7月苏州大学启动了《关于组织参加 2019 年全省高校微课

教学比赛的通知》工作。经过学院教学委员会投票，我院选送了吴

江副教授的微课视频《防卫过当的判断---从“昆山于海明案”和“聊

城于欢案”切入》代表学院到学校参赛，其后学校组织专家对各学

院报送的 21 件参赛作品遴选，最终确定 10 件作品代表苏州大学到

江苏省参赛。12 月 2 日，全省高校微课教学比赛获奖名单公布，我

院吴江老师的微课视频荣获省级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