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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览

【律苑星辉】

◇我院 19 名学生考取研究生

◇我院 4名学生考取选调生

◇我院学生于子明荣获学校第七届“马云青春领袖奖”十佳大学生称号

◇我院学生李彩萌先进事迹被学校官微专访报道

【学生党建】

◇有风景的党课——我院党校联合培训班在余杭革命旧址开班

◇我院研究生党支部参加校“最强党支部”风采展示活动

【青春团建】

◇勇担使命 追逐梦想——我院第十八次学生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我院举办“学习五四精神，勇担时代责任”主题班会

◇我院志愿者热情服务浙江省第六届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赛征文类决赛

【思政教育】

◇我院组织学生干部召开“诚信考场”动员会

◇我院举办学生国际交流项目宣讲会

◇我院召开转专业学生座谈会

◇我院组织 2018 级学生参观“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2015 级本科生、研究生拍摄毕业照



【勤工助困】

◇沈钧儒法学院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优秀学生奖学金名单

【就业创业】

◇我院召开 2015 级本科生年级大会

◇我院召开 2016 级本科生就业考研动员大会

◇我院举办学院第五届“律苑星辉”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暨校赛选拔赛

◇我院 5名学生入围校第十一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复赛

【校园文化】

◇学校大学生“体育节”我院战果简报

◇我院在校合唱比赛中获得三等奖

◇学院第六届班级风采大赛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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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苑星辉】

◇我院 2015 级 19 名学生考取研究生

今年，我院共有何丹莹等 19 名学生光荣考取国内外（境外）高校硕士研究

生，名单如下：

序号 班级 姓名 录取院校 结对老师

1 法学 151 班 何丹莹 华东政法大学

2 法学 151 班 杨逸尘 杭州师范大学

3 法学 151 班 谭诗琦 杭州师范大学 马利峰

4 法学 151 班 鲍智勇 福建师范大学 余钊飞

5 法学 151 班 刘孜肄 美国埃默里大学

6 法学 152 班 周洛寒 苏州大学

7 法学 152 班 徐 瑶 浙江工商大学 程 林

8 法学 153 班 王 娇 杭州师范大学 马利峰

9 法学 153 班 方碧霞 上海海事大学 程 林

10 法学 153 班 戚哲非 浙江师范大学 孙益武

11 法学 153 班 朱李圣 华东政法大学 王 好

12 法学 153 班 陈嘉敏 杭州师范大学 胡 俊

13 知产 151 班 朱沈媛 杭州师范大学 胡 俊

14 知产 151 班 李冰晴 杭州师范大学

15 知产 151 班 伍砚宁 杭州师范大学 胡 俊

16 知产 151 班 李彩萌 湖南师范大学 袁杏桃

17 知产 151 班 张清清 香港中文大学

18 知产 151 班 张梦苑 英国爱丁堡大学

19 知产 151 班 范姝麟 英国利兹大学

◇我院 4名学生考取浙江省选调生

今年，浙江省选调生首次面向省内重点建设本科院校应届大学毕业生招录。

经过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等程序，叶兆威等 4名同学光荣考取浙江省选调生，

将赴我省基层单位工作。

序号 姓名 性别 专业班级 政治面貌 录取岗位

1 叶兆威 男 法学 151 共青团员 丽水市莲都区紧缺岗位

2 何旦璞 女 法学 153 中共党员 温州市瑞安区紧缺岗位

3 冯逸寒 女 法研 161 中共党员 杭州市江干区综合职位

4 王若男 女 法研 161 中共党员 绍兴市柯桥区紧缺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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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学生于子明荣获学校第七届“马云青春领袖奖”十佳大学生称号

近日，经本人自荐、各学院(部)审核推荐、网络投票、现场答辩、校学生评

优评奖委员会评审，我院法学 152 班于子明同学荣获第七届杭州师范大学“马云

青春领袖奖”十佳大学生称号。

◇我院学生李彩萌先进事迹被学校官微专访报道

5 月 26 日，我院知产 151 班学生李彩萌被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专访报道。

李彩萌同学入伍 2年，被评为“优秀义务兵”；重回校园，她多次获得国家励志

奖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等荣誉；她还顺利通过了法考，并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

（“双一流”高校）的硕士研究生。

【学生党建】

◇有风景的党课——我院党校联合培训班在余杭革命旧址开班

4 月 17 日下午，法学院党校联合培训班在余杭中共鸭兰村党支部旧址隆重

开班。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昌羽，马克思主义学院赵春华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

院张坤博士，挂职辅导员、浙江警察学院王杰老师参加开班典礼，开班典礼由学

工办马利峰老师主持。

◇我院研究生党支部参加校“最强党支部”风采展示活动

5 月 15 日下午，我院研究生党支部参加校党委组织部举办的第二届“最强

党支部”评选活动，向全校师生展示我院学生党员、党支部风采。学院党委高度

重视此项工作，党委书记冯涯老师多次主持召开项目展示准备会，与学生党员交

流谈心、指导展示内容、打磨完善 PPT。

【青春团建】

◇勇担使命 追逐梦想——我院第十八次学生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5 月 15 日，学院第十八次学生代表大会在恕园 2号楼 113 室顺利召开。大

会审议并通过了《沈钧儒法学院第十七届学生会工作报告》和《沈钧儒法学院第

十八届学生会委员选举办法（草案）》，随后，31 名学生会委员候选人依次上

台发表竞选演讲，通过一百多名学生代表的现场投票，新一届学生会委员（共

29 人）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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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组织召开“学习五四精神，勇担时代责任”主题班会

5 月 8 日-15 日，学院组织 2017 级、2018 级本科生召开“学习五四精神，

勇担时代责任”主题班会，各班邀请班主任及年级辅导员参加。在主题班会上，

各班通过观看《百年长青》《青春与祖国同在》《“五四运动”100 周年纪念大

会》等影像视频、开展专题讨论等形式进行。

◇我院志愿者热情服务浙江省第六届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赛征文类决赛

5 月 10-11 日，由我校承办的浙江省第六届大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竞赛征文类

决赛在仓前校区举行，此次大赛共有全省 26 所法科院校的 126 支代表队参赛。

我院团委、学生会积极组织学生参与该项比赛的志愿服务工作，志愿者们用自己

的努力与付出保障了本次比赛的顺利开展，得到了参赛师生的好评。

【思政教育】

◇我院组织学生干部召开“诚信考场”动员会

5 月 22 日下午，学院在恕园 12-107 教室召开“诚信考场”动员会。学院团

委书记胡俊老师、学工办马利峰老师、教务科姜凤老师，法学院学生会全体成员，

2016-2018 级各班班长、团支书、学习委员参加动员会。法学院高度重视“诚信

考场”工作，在往年试点的基础上，本学期将对所有本科生专业考试课程实施“诚

信考场”。

◇我院召开学生国际交流项目宣讲会

5月 24日晚，我院于恕园17号楼模拟法庭举办了学生国际交流项目宣讲会。

宣讲会上，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曹安老师介绍了学校

学生国际项目的相关内容和资助政策。学院青年教师王好博士讲解了 2019 年波

兰华沙大学海外游学项目的具体行程安排，并详细解答了同学们的疑问。来自外

国语学院的张一凡、何臻晖及来自我院的林志强 3位同学为在场同学分享了各自

的游学经历。最后，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昌羽还为同学们作了动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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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召开转专业学生座谈会 4 月 28 日下午，我院召开转专业学生座谈会。

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昌羽、学工办马利峰老师、教务科王胜平老师参加座谈会。同

学们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

学习。

◇我院组织 2018 级学生参观“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5 月 15 日下午，学院组织 90 名 2018 级学生前往“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

列馆参观学习。活动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更加主动的

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2015 级本科生、研究生拍摄毕业照

4 月 24 日、5月 24 日，2015 级的 169 名本科生、23 名研究生完成毕业照拍

摄，通过毕业合影，增强毕业生对母院、母校的感情。

◇沈钧儒法学院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优秀学生奖学金名单

近期，学院完成了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工作，获奖

名单如下：

一、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25 人）

张婉琪 何冰洁 黄裕媚 黄 洁 吴越琪 昝 晶 胡铖蕾

石佳佳 马春燕 季菲荷 邢肖诞 林志强 杜佳衡 汪含津

宋雨昕 周心怡 潘晓琴 王洁妮 朱吕荷 王晶晓 贾青青

金以豪 姜亮蕲 金佳颖 叶子涵

二、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44 人）

刘林艳 蒋姹卉 赵晶素 姜旖潮 程仙女 潘安露 戈巧渊

郑雨舒 金鑫妮 贾 滢 朱宇泽 孙静秋 曹宜君 唐瑞雪

姜永高 周 秉 廖聆筝 徐铭露 翁学棣 陈方原 王璐瑶

蔡 敏 刘舟阳 张竹楠 诸轶楠 孙瑜彤 宋心怡 濮祯逸

阮世杰 吴梦凡 胡一慧 郦炳丞 寿 婷 王 婕 林 恒

张锦潇 金 鑫 骆欣幸 王音骅 郭倚阳 顾雨昊 沈琦琦

杨小倩 顾玲丽

三、优秀学生三等奖学金（40 人）

方巧丽 李烨欣 冯鑫苗 葛 扬 汪静敏 章 玲 陈青青

戴华一 何娟娟 吴 瑾 王思露 姜黄宇 田超男 张 艺

黄婉瑶 吴卓嫔 李 演 童宇洁 吴佳敏 杨 典 王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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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巧利 罗松雪 彭钰燕 苏晗宁 武思卉 赵婕妤 王 艺

黄 丁 金晨晟 娄宁怡 陈新明 张嘉琦 贡家孟 张哲华

郑惠儒 胡可欣 罗青青 杨田田 陈佳敏

【就业创业】

◇我院召开 2015 级本科生年级大会

4 月 18 日下午，我院于恕园 17 号楼模拟法庭召开了 2015 级本科生年级大

会。院党委副书记张昌羽参加大会，并对同学们作了就业、考研和考公动员，鼓

励同学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积极行动、毫不气馁、勇往直前。会上，2015

级辅导员翟晓春老师还为同学们作了具体就业流程的介绍与讲解。

◇我院召开 2016 级本科生就业考研动员大会

3 月 27 日下午，我院在恕园 17 号楼模拟法庭召开了 2016 级本科生就业考

研动员大会。院党委副书记张昌羽、法学 161 班班主任金龙鑫、知产 161 班班主

任周洪涛参加活动，会议由法学院学工办主任马利峰主持。张清清、王姣、方碧

霞、周勤等 4名同学分享考研、就业经验。

◇我院举办学院第五届“律苑星辉”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暨校赛选拔赛

4 月 24 日下午，院团委举办第五届“律苑星辉”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暨杭州

师范大学第十一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选拔赛，共有 12 名选手就职业规划类和创

新创意类进行为时 5分钟的 PPT 主题陈述和 3分钟的现场答辩。本次职业生涯规

划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三等奖 3名，优胜奖 6名。

◇我院 5名同学入围校第十一届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复赛

经学院推荐、学校组织专家评审，我院共有 5名同学入围校第十一届职业生

涯规划大赛复赛：

类别 姓名 专业班级 作品名称

职业规划类 林志强 法学 172 “未”爱之行，“检”守初心

职业规划类 汪愉涵 法学 171 涉美律师

职业规划类 高梓博 法学 184 我的未来我做主——基层公务员

创新创意类 孙韬飒 法学 161 “标点”校园——打造校园安全生态圈

创新创意类 胡一慧 知产 171 “回光反肇”——电动车反光创意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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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

◇学校大学生“体育节”我院战果简报

近期，在学校举办的大学生“体育节”上，我院学生各运动队团结协作、奋

力拼搏，尽管学院整体学生数较少，但仍然取得了不俗战绩：男篮 第四名，女

篮 第五名，男排 第四名，女排 第六名，男足 第五名，羽毛球 第七名，乒乓

球 第六名，啦啦操 第九名。

◇我院在校合唱比赛中获得三等奖

4 月 21 日下午，由校团委举办的“不忘初心·青春前行”杭州师范大学纪

念“五四运动”100 周年合唱比赛在学术交流中心 1500 座举行，我院合唱团在

精心排练 1个月后，在比赛中荣获三等奖。通过参加此次比赛，不仅充分展现了

我院学生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丰富了广大同学的课余文化生

活。

◇我院第六届班级风采大赛圆满落幕

4 月 14 日晚，沈钧儒法学院“法漾年华”第六届班级风采大赛在师生活动

中心 110 弘艺剧场举行。本次大赛获奖情况如下：一等奖 法学 172 班、知产 171

班；二等奖 法学 173 班、法学 181 班、法学 184 班；三等奖 法学 182 班、法学

171 班、法学 183 班；最佳创意奖 法学 172 班；最具幸福感班级奖 法学 172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