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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朱谦

朱谦，安徽怀宁县人，教授，

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法学博士。

苏州大学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环

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教研室主任，学

科带头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硕

士点、博士点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基本理论以及环境

污染防治法。社会兼职有：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分会副会长，

中国环境与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环境资源法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理事，苏州市人民政府立法

咨询员，苏州市姑苏区人大代表。 近年来，出版《公众环境保

护的权利构造》、《环境法基本原理》、《环境资讯公开与公众参与

研究》等专著。在《中国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

学》、《比较法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其中多篇

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

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 1项，

教育部等省部级课题 5项。《公众环境保护的权利构造》一书获

得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艾永明

艾永明，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

法学博士。法律史学科带头人。现任中国法

学会法律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法学

会法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

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

史。出版《唐代行政法律研究》、《清代文官

制度》、《臣纲：清代文官的游戏规则》等专著，在《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主持国家重大文

化工程《清史》编纂项目《清史按察使表》。在中国行政法史和

中国近代法制研究领域中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曾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钱端

升法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先后被评为苏州大学中青年学术骨

干，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和江苏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



王健法学院成功举办“纪念东吴法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 9月 3至 4日，“纪念东吴法学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隆重举行。来自北大、清华、人大、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以及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等著名法律院校的专家、美国法律界代表、王健法学院教师及校友共 300余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

9月 3日上午的开幕式由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院长胡玉鸿教授主持。通过 10分钟的“百

年鸿影”宣传片，展示了东吴大学法学院建院 100年来

的世纪历程，记录了东吴法律人为国家、为民族所立下

的不朽功勋，叙述了苏州大学恢复重建法学院以来的艰

难困苦，呈现了今日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的发展成就。

整部宣传片以史实为据，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一个百年法

学院的荣耀与辉煌。同时，为配合本次研讨会，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编印了八卷本的《东吴

法学先贤文录》，分“法理学卷”、“法律史卷”、“宪法学·行政法学卷”、“刑事法学卷”、“民

事法学卷”、“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卷”、“国际法学卷”、 “司法制度·法律教育卷”，汇

集了东吴学人于民国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使珠玑文字，

重见天日。同时，《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

3期推出了纪念东吴法学百年的专辑，法学名家潘维大、

杨奕华、何勤华、姚莉、许章润、范忠信、王健等纷纷

应邀撰文，从“东吴法学教育之回顾”、“东吴法学先贤

之研读”、“东吴法学事迹之散评”、“东吴法学教育之借鉴”等多个角度，回顾了东吴法学教

育的卓越成就，解读了东吴先贤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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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教授、东吴大学校长潘维大教授的致辞，拉开了本次国际学术

研讨会的序幕。王卓君书记着重讲述了东吴法律人在东京审判上为国家、民族伸张正义的历

史功绩以及在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概述了王健法学楼落成以来学院

在师资队伍、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方面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提出了王健法学院未来的发展

方向；潘维大校长除对同根同源的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百年院庆表示热烈祝贺之外，还着重

谈到了两岸法学交流的意义和作用。

在开幕式上，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郑成良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叶青教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姚莉教授、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李仕春教授先后致辞，缅怀了东

吴法学先贤们的业绩与对中国法制事业的贡献，表达了对东吴法学百年的敬意与祝福，并对

在大陆承继东吴大学法学院的王健法学院予以嘉勉与期许。

大会宣读和展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等单位发来的贺信、贺辞。

会议召开前夕，国内 100 余所教学、科研单位和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或是发来贺信，

或是带来礼品，以表达对东吴法学百年的祝愿。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徐显明教授的妙对“天

地正气一准乎法，古今完人全在于学”贺联，更是准确地诠释了东吴校训的深厚内涵。同时，

为表达对东吴老校友王健先生的哲嗣王嘉廉捐资千万美金资助法学院发展的业绩，苏州大学

向王嘉廉先生授予“特别贡献纪念”证书。王书记宣读了苏州大学给王先生的致敬辞：“嘉

廉先生，业界精英；踵继父志，孝敬双亲。巨资兴学，恩泽永存；苏大感佩，校史留名”。

王嘉廉先生欣然接受了奖杯与纪念证书，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在致辞中，王先生谈到了

王健先生在东吴法学院所接受的公平正义理念教育，阐述了其体会父亲感恩母校的愿望而资

助法学院建设的初衷，对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近年来所取得的飞速发展表示欣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后龙法官、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钱斌法官、江苏省苏州市司法局朱正局

长、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徐盛

希检察长、江苏神阙律师事务所阙强主任

律师代表校友致辞，他们回顾了在苏大求

学期间的经历，感恩母校老师的培养，并

对苏大法学院的发展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在校四名本科生则以“百年颂”的诗朗诵，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回顾了苏大法学百年的光荣历程，表达了作为未来法律人要树立法治理念、信守法律

规则、维护法律权威的决心。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党委书记周国华先生主持了本场议程。

大会主题发言由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丕祥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吴

汉东教授主持。公丕祥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在本阶段，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教授、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洪家殷教授、上海交

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之子向隆万教授、清华

大学许章润教授、杭州师范大学范忠信教授、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健教授分别作了

“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学教育”、“东吴法学院在台湾法学教育中的特色”、“东京审判中

的东吴人”、“一座文化孤城的灵性自白”、“东吴法学传奇的史鳞片拾与沧桑浩叹”、“研究法

律教育的开路先锋――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论析”的主题演讲，贡献了他们的最新研究与学

术智慧。

9月 3日下午举行会议分组讨论。

第一分会场以“东吴法学教育的成就与经验回

顾”为题，杨海坤教授、李仕春教授、李秀清教授、

林维教授、俞江教授、胡弘弘教授、程明修教授、

刘小冰教授、刘永伟教授、黄学贤教授、上官丕亮

教授、黄心怡教授、白晟教授等参与了本会场的讨

论。

第二分会场以“东吴法学教育对于当代法学教育的借鉴意义”为题，王巽廉（Francis

S.L.Wang）教授、杨文玉（Laura W.Young）教授、周永坤教授、徐国栋教授、蒋新苗教授、

龙卫球教授、徐崇利教授、李友根教授、张炳生教授、曲三强教授、李学尧教授、梁迎修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教授、胡东教授、程波教授、彭凤莲教授、杨宗辉教授、吴勇教授、卢子扬教授及 Judge Vaughn

Walker 法官等参与了本主题的讨论。

第三分会场以“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

与规划研究”为题，霍宪丹教授、焦富民教授、

郑少华教授、黄锡生教授、杜焕芳教授、蔡立东

教授、杨松教授、刘艳红教授、蔡道通教授、程

乃胜教授、张天虹教授、黄辉教授、王健教授、

韩秀义教授、刘士心教授、黄竹胜教授、肖冬梅

教授等参与了本场次的研讨。

第四分会场以“法学教育与法治建设关系

问题研究”为题，季卫东教授、孙笑侠教授、许

章润教授、潘剑锋教授、范忠信教授 徐祥民教授、

龚廷泰教授、应飞虎教授、朱新力教授、陈云东

教授、钱玉林教授、季秀平教授、任强教授、董

学立教授、程雁雷教授、胡祥福教授、高旭军教

授等参与了讨论。

四个分会场气氛热烈，讨论深入，既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又在不同观点上形成了交

锋。

为加强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互动，9月 4 日上午，大会专辟“法律实践与法律教育专

场”，邀请相关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行政执法官员与法学教授们进行对话。陈金钊教授、

李晓明教授、张平华教授、苗连营教授、胡亚球教授、焦宝乾教授、张浪教授、熊文钊教授、

于晓琪教授、朱应平教授、徐继强教授等法学专家与谭筱清、李乐平、胡伟华、任洁、王卉

清、周东瑞、黄涧秋等法律实务人员进行了交流互动，既探讨了法律实践所期待的法律教育，

又总结了法律教育如何培训学生实践技能方面的得失与教训。至此，纪念东吴法学百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圆满落幕。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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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良教授东吴法学百年纪念致辞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来自海峡两岸法学重镇的众多同仁济济一堂，在苏州大学共同纪

念东吴法学百年，作为一名法学教师能够参加本次盛典，本人倍感荣幸！

在帝制覆灭、共和初肇的百年之前，

在浦江之畔、东海之滨的上海，有一群法

律人怀抱法治的梦想，开始书写中国法学

教育浓墨重彩的一章。说起东吴法学的辉

煌，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南东吴，北朝阳”

的六字美誉，也自然忘不了东吴法学院曾

经集聚了一批灿若河汉星辰的大家名师，

培养了众多堪称法治干城的优秀学子，忘

不了正是东吴法学院第一个（迄今也可能是唯一一个）在属于大陆法系传统的地理区域，

以极其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兼蓄并包的宏大抱负实施兼顾英美法与大陆法研习的人才养成模

式，从而使其成为独树一帜的完全意义上的比较法学院，以至于 20 世纪出自中国的 6位国

际法院法官全部都是东吴法律人。可以合理地想见：如果没有东吴法学院的存在，中国近

代法治发展的轨迹可能会因为缺乏世界两大法系经验与智慧交互参照的知识背景而有所改

变；如果没有东吴法学院的存在，就不会有以东吴法律人为主体组成的参与东京审判的中

国团队，也就不大可能以 6:5 的微弱多数票把恶贯满盈的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为此，一

切热爱法治、热爱正义、热爱和平的中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向东吴法学院和东吴法律

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东吴法学院和东吴法律人为中国法治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已经记入历史。不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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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古语说的那样，“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百年东吴法学所曾经集聚的法学大师，

所曾经培养的法学才俊，终将离去，永远不会离去的才是东吴法学给这个国家贡献的最宝

贵的财富。我以为，这种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以“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自期自许，

以“自由之精神、卓越之能力、独立之人格、社会之责任”为价值目标的东吴精神。正是

由于得到了这种精神力量的强大支撑，才会有王宠惠、吴经熊等东吴法律人在筚路蓝缕以

启山林的法治初创时期为共和宪政艰辛探索，才会有梅如傲、向泽浚、倪征燠、桂裕、鄂

森、裘邵恒、高文彬等东吴法律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排除万难、折冲樽俎为中华民族

讨回正义，才会有杨兆龙、潘汉典等东吴法律人在专政的严冬来临时于暴风雪中孜孜以求

地艰难守护着一盏法治飘摇的灯火。尽管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物质消费在不断地侵蚀着

理想和崇高，在大学校园里，乡愿与媚世也在不断地消解着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但

是，我相信，只要我们的人大、北大、武大、吉大、中政、西政和苏州大学等等所有追求

卓越的中国法律院校的全体法律人，能够向东吴前贤那样，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地秉持一

缕浩然正气，以自由之精神、卓越之能力、独立之人格担负起对于的社会责任，中国的法

治、宪政、民主、人权梦想一定会实现，中国的法学教育也会有远大的前程。

苏州大学的王健法学院，在历史上承东吴法学之遗绪，在区位上得吴楚文脉之灵气，

恢复建院近三十年来成绩卓著，在中国内陆六百多所法学院系中已经稳居前二十强，尤其

近十余年来，崛起更加迅猛。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与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比邻而居，守望

相助，在密切合作中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下深厚情谊。在

东吴法学百年纪念的特别时刻，我代表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全体师生，向苏州大学王健法

学院表达最美好的祝愿！祝愿王健法学院继续迈出更大更有力的步伐，祝愿东吴法学的伟

大精神在她的故地不断发扬光大，为法治中国做出更辉煌的贡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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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数百专家探讨东吴法学教育经验成就

Hundreds of experts discuss
the achievement of Dong Woo law education

法制日报

1.东吴法律人；2.东吴法学 这一百年的尘土与荣耀

1.Lawyers of Dong Woo

2.Dong Woo Jurisprudence – Dust and Glory over

100 years

解放日报

张扬东吴法学的传统与精神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 and
spirit of Dong Woo Jurisprudence

联合时报

高文彬：这一生做了两件事

Wenbing Gao: Two things I did in
my life

百年院庆新闻媒体的报道及社会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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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建法学院

苏州社会传真

News on Suzhou TV

院庆报道

Soochow University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Acelebrates its 100th
nniversary

Suzhou Education TV

新闻文汇报

1.向万隆--东京审判中的“东吴人”；2.“东吴法学”一百年；3.中国近现

代法学教育的比较法天性

1.Wanlong Xiang –Person from Soochow in the Tokyo Trial 2. Centennial Dong

Woo Jurisprudence 3. Nature of comparative law in law education in Chinese
modern history

江苏教育电视台新闻

苏州教育电视台 Jiangsu Education TV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迎百年华诞

东吴法学：三大贡献影响 校友“东京审判”建奇功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 Soochow University Kenneth Wang

Dong Woo Jurisprudence: School of Law celebrates its 100th
Three biggest contributions Anniversary
to Chinese modern law

education.

苏州电视台新闻 Suzhou TV

院庆报道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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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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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通
讯
录

（88 届校友）

钱 斌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胡小青 江苏省地税局直属分局

方 红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苏文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志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罗 良 南京林业大学

陈 晨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政勇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蒯建欣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王毅琳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

刘红兵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建兵 江苏省公安厅

缪相伟 江苏中智律师事务所

周晓鸿 江苏崇安律师事务所

王前旭 泗阳县人民检察院

陈以强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 涛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月进 淮安市楚州区人民检察院

黄建兵 宿迁市工商局

陈红兵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葛锦标 北京工商大学

王 俊 南通电视台

徐彩霞 靖江市人民法院

孔雨泉 深圳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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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奎 江苏海陵律师事务所

赵 骏 南通市对外贸易公司

许金海 海安县人民法院

朱建新 南通清心律师事务所

袁绍云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吴作胜 徐州市公安局

袁晓非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蒋志明 宜兴市人民法院

吴孟君 宜兴市人民法院

周 强 丹阳市人民法院

孙 薇 中国银行镇江市分行

孙 巍 江苏联盛律师事务所

傅海城 江苏省第二监狱

凌云鸿 句容市司法局

戴长喜 镇江市京口区政法委

王燕仓 虎丘区人民法院

吴 军 上海海颂律师事务所

石水根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陆伟光 江苏丰云律师事务所

曹忠明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梁 军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沈燕虹 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严如春 江苏陈全兴律师事务所

陈宏成 大丰市人民检察院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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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荣 扬州市江苏省石油勘探局

陈宝富 姜堰市人民检察院

周松青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潘 贤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顾民军 江苏永明晖律师事务所

安文斌 泰兴市人民法院

徐俊芳 宜兴市工商局

张 蓉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黄 祥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跃平 宜兴市人民检察院

王俐强 宜兴市人民法院

蔡红卫 泰兴市人民检察院

黄海光 北京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

陈栋元 常州市远亚保健药品有限公司

胡欣荣 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

水振华 高淳区人民法院

李 金 南京市江宁区监察局

张 洪 沛县人民法院

王荣朝 江苏远闻律师事务所

徐盛希 无锡惠山区人民检察院

张 峰 南通市长江丰田汽车销售公司

陆 新 海门市人民法院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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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苏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臧小莱 东吴外国语高等师范学院

夏吕群 常熟市理工学院

丁建明 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张荣坤 吴江市人民法院

徐海根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沈新艺 苏州市职业大学

杨 成 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 燕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唐法荣 武进区信访局

毛 见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徐建洪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

王祖根 锡山区委统战部

包锡龙 江阴市政府法制局

吴亚敏 惠山区人民检察院

张洪宝 灌云县人民法院

季培东 江苏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

薛为民 盐城市政府法制办

陈以奎 射阳县人民法院

庄洪江 射阳县人民检察院

注：排列不分先后

信息如有变动，请将新信息发至 wangjianfxxyll@163.com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