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班级 姓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1 法学182 颜以默 “专利蟑螂”案的刑法教义学分析—以专利敲诈勒索第一案为例 一等奖
2 法学类192 季超群 在公益诉讼的困境中寻找出路 一等奖
3 法学181 金以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的法律思考—以疫情防控案件为例 二等奖
4 法学181 潘心悦 关于正当防卫的思考——王浪案评析 二等奖
5 法学183 梁媛媛 刑事中冤假错案的存在原因及规避—以聂树斌案为例 二等奖
6 法学类191 杜昕阳  辛普森案与呼格吉勒图案之比较基于民主和法制视角 二等奖
7 法学类192 严黄钰 由辛普森案得出的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 二等奖
8 法学183 曾润华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防控措施的法律思考 二等奖
9 法学类191 章欣怡 “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案案例评析 三等奖
10 法学182 邓玲媛 浅析唐雪正当防卫案的法律适用 三等奖
11 法学183 李权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以聂树斌案为例 三等奖
12 法学183 吴功清 对医务人员安全问题的研究 三等奖
13 法学类191 陈逸涵 由网络著作权到知识产权的探究 三等奖
14 法学类192 胡羽洁 见义敢勇为 三等奖
15 法学类194 张大智 关于洛阳种子案的思考 三等奖
16 法学类194 李陈书 对“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的案例评析 三等奖
17 法学类194 周旋 微博作品和转发行为 三等奖
18 法学类192 沈晓兰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论今昔大众对于著作权的意识 三等奖

序号 班级 姓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1 法学类193 祝檀吉 超越东西方——吴经熊与其法学生涯 一等奖
2 法学类191 邱飞晚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读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 一等奖
3 法学类191 尤楠 蔡枢衡的教育刑思想对现代刑法观念的积极作用 二等奖
4 法学182 周梦园 孟德斯鸠的思想 二等奖
5 法学类193 陈文芳 论梁治平《法辩》的影响 二等奖
6 法学类194 陈清寒 评论之古中外法学家 二等奖

一、案例评论获奖名单

二、人物书刊获奖名单

附件：沈钧儒法学院首届“智仁杯”法学写作比赛获奖名单



7 法学类192 刘俊逸 从《论犯罪与刑罚》看中国的死刑问题 二等奖
8 法学类191 周鑫 从《宪法学讲义》里看 宪法与中国 二等奖
9 法学181 郑懿敏 丹宁勋爵的法律思想对我国法律发展的借鉴意义 三等奖
10 法学类192 羊佳慧 论亚里士多德及其《政治学》之法治 三等奖
11 法学类193 赵佳 法学著作与现代化法治建设 三等奖
12 法学181 陈瑶园 礼法合一，闪耀人性光辉的《唐律疏议》 三等奖
13 法学172 刘琳菁 哈罗德·J·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之评论 三等奖
14 法学181 殷泽为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先进性研究 三等奖
15 法学181 朱宇婷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制中国 三等奖
16 法学181 柳妍妍 论商鞅变法 三等奖
17 法学181 王昕宇 法律与宗教的关系 三等奖
18 法学类193 李思喆 中国古代法律奠基人——大秦丞相李斯 三等奖
19 法学类193 梁城怡 《社会契约论》对法治中国的建设启示 三等奖

序号 班级 姓名 作品名称 获奖等级
1 法学172 杜佳衡 庭外重组中债权人利益保护探究 一等奖

2 法学171 蔡超凡
利用虚假证件、冒用身份类婚姻登记瑕疵的民事路径构建

——基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三审稿第828条第4项
一等奖

3 法学183 陆昀霄 Cookie机制下的个人信息的侵权法保护路径 一等奖
4 法学172 薛雨露 网络环境下音乐著作权许可模式探究——以集中许可为视角 一等奖
5 法学173 徐凯燕 论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 一等奖

6 法学171 刘旭慧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中国建设——以网上聊天记录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为视角
一等奖

7 法学173 孙瑜彤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讨 一等奖
8 法学172 朱诗诗 有限开放代孕的正当性分析 一等奖
9 法学181 方筱琪 动物的民事法律地位研究 一等奖
10 研究生 蒋嫣婷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情节严重”评析 一等奖
11 知产171 滕晓凯 专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性研究 二等奖
12 法学182 胡绮涵 论强制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行政补偿制度 二等奖
13 研究生 杨逸尘 论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取得 二等奖
14 法学171 周秉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国内公法域外适用——以美国法域外适用措施为参考 二等奖

三、法学论文获奖名单



15 知产171 吴梦凡 论网络环境下重混式创作的“转换性使用”理论值适用 二等奖
16 法学172 林志强 论物之使用利益丧失损害赔偿 二等奖
17 知产171 王春枝 利用徐虚假租赁来规避执行的法律分析 二等奖
18 法学182 胡娅男 关于民事自助行为的立法研究 二等奖
19 研究生 徐惠华 疫情防控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二等奖
20 法学172 祁佳怡 论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二维码 二等奖
21 法学172 徐诗琳 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诠释与制度完善 二等奖
22 法学173 余棉棉 论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二等奖
23 法学181 姜亮蕲 浅析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民事执行中的应用” 二等奖
24 研究生 罗富歌 “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刑法规制必要性研究 二等奖
25 法学172 林松松 试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 二等奖
26 法学173 张奥 论索债中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的判定 二等奖
27 法学182 范琳菲 从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看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新思路 二等奖
28 法学183 罗青青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适格原告的认定 二等奖
29 法学183 陈佳敏 论夫妻间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 二等奖
30 知产171 胡一慧 再论电子游戏规则版权化与路径探索 二等奖
31 法学181 杨昕然 论我国别居制度的立法构想 二等奖
32 法学181 李丹 我国智慧法院实践状况简要考察 二等奖
33 法学183 许峥 关于网络游戏直播著作权问题的研究 二等奖
34 研究生 王娇 论习惯的法源地位及其具体适用--基于《民法总则》第十条的思考 二等奖
35 法学172 邵环 论网络舆情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二等奖
36 法学172 李苗 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二等奖
37 知产171 李烨 浅析医疗技术损害责任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二等奖
38 法学182 高骞 针对犯罪低龄化是否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思考及对策 二等奖
39 知产181 王元英 论胎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等奖
40 法学类193 尤孜立 网络舆论对司法判决的影响 二等奖
41 法学171 汤敏琰 民事二元制执行机构设置模式的研究 二等奖
42 法学182 林茹雪 论环境污染中污染者承担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合理性 二等奖
43 法学183 朱诗倩 论彩礼返还问题 二等奖
44 法学183 王音骅 论父母不当处分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法律效力 二等奖
45 法学172 刘学铭 试论交通肇事罪中自首的认定 二等奖
46 法学172 汪含津 胎儿民事主体资格的确认及民事利益的保护 二等奖
47 知产171 潘晓琴 个人游戏直播行为的合理性探讨 二等奖



48 法学182 钭心怡 网络直播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二等奖
49 法学182 潘炫乐 个人直播网络游戏与著作权 二等奖
50 知产181 戚琪鑫 论网络暴力的法律应对 二等奖
51 知产181 吴海婷 论AI换脸技术所涉及著作权的认定和保护 二等奖
52 知产171 姚汶汶 试论有声读物的著作权保护 三等奖
53 法学182 姜晓林 非法获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定性 三等奖
54 法学172 王艺 论特殊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为视角 三等奖
55 法学173 娄宁怡 浅读《韩非子·五蠹》的法家思想 三等奖
56 知产171 王曦雅 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规则 三等奖
57 法学181 顾雨昊 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三等奖
58 法学182 顾玲丽 离婚夫妻共有财产分割中的遗产分割问题 三等奖
59 知产181 应成超 论区块链技术于著作领域中的应用 三等奖
60 法学173 吴淑依 电子意思表示中可撤回的电子错误范围 三等奖
61 法学181 方晨 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实体适用辨析 三等奖
62 法学182 王婕 论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三等奖
63 知产181 叶子涵 浅论游戏实况的著作权问题 三等奖
64 知产181 郭艳琪 论网络文学“个志出版”问题--以“深海先生案”为例 三等奖
65 法学173 周心怡 《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三等奖
66 知产171 陈漳媛 电视节目模式的著作权保护 三等奖
67 法学182 沈宋昕 论虚假诉讼中律师权利保护的限度 三等奖
68 法学171 翁学棣 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处罚——兼论“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适 三等奖
69 法学173 张嘉琦 民营企业民间借贷之刑事归责分析 三等奖
70 法学173 姚成达 值班律师制度 三等奖
71 法学173 陈新明  “凶宅”的法律界定及其交易纠纷的解决 三等奖
72 法学182 陈对 同居关系析产的定性及处理 三等奖
73 法学183 陈彦贝 简述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三等奖
74 法学172 罗丹妮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完善 三等奖
75 法学181 郭倚阳 论身份行为能否成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标的 三等奖
76 法学183 戴宏轩 论行政协议的特性与判断标准 三等奖
77 法学172 姜洁琳 电子证据真实性 三等奖
78 法学172 肖茹怡 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三等奖
79 法学172 江凯丽 浅析“凶宅”交易合同的效力 三等奖
80 法学182 龙漫雪 论电子游戏中的法律问题分析 三等奖



81 法学183 巴瑞莹 婚前财产协议有效要件认定研究 三等奖
82 法学173 诸轶楠 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三等奖
83 法学182 徐星泽 关于中国引进鞭刑制度的探讨 三等奖
84 法学182 林恒 《唐律疏议》中的土地契约制度与现代私权保护 三等奖
85 法学183 钟依晓 我国非婚同居财产关系研究 三等奖
86 法学172 武思卉 大数据证据的认定及审查 三等奖
87 知产171 王倩 论东京审判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 三等奖
88 法学183 骆欣幸 论网络购物中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三等奖
89 法学173 朱璐洁 法治中国建设下的罪犯劳动报酬制度研究 三等奖
90 法学182 刘佳燕 中国未成年犯罪的立法研究与建议 三等奖
91 法学182 王冰冰 论中国古代礼法合流 三等奖
92 法学183 黄克孜 构建独生子女护理假的法律问题研究 三等奖
93 知产171 胡思睿 境外追逃中引渡措施的困境与对策 三等奖
94 法学171 陈方原 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三等奖
95 法学171 杭钢峰 论网络著作权的保护 三等奖

96 法学171 季菲荷
纪念著作权法颁布30周年各类文章和版权实务研究
——我国著作权法取得的历史成果及版权改革方向

三等奖

97 法学171 马春燕 论抽逃出资之审慎认定 三等奖
98 法学171 赵小颖 中药复方的专利保护研究 三等奖
99 法学172 翁世豪 浅析民事诉讼中的陷阱证据 三等奖
100 法学172 石开文 从行政优益权的视角分析行政诉讼中复议维持被告主体的变化意义和影响 三等奖
101 法学172 王硕洋 军舰通过领海问题研究 三等奖
102 法学172 季舒豪 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角度看“辛普森杀妻案” 三等奖
103 法学172 刘舟阳 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以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为例 三等奖
104 法学172 范冰烨 关于附赠式有奖销售的法律思考 三等奖
105 法学172 吴晓婷 “航行自由”问题研究 三等奖
106 法学173 宋心怡 关于存款所有权归属的法律研究 三等奖
107 法学173 张川 我国刑法终身监禁制度研究 三等奖
108 法学173 伍泽涛 逃税行为处置程序衔接问题研究 三等奖
109 法学173 孙鑫轶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分析 三等奖
110 法学173 濮祯逸  民营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三等奖
111 法学173 吕晓暄 论毒品案件中诱惑侦查的边界问题. 三等奖
112 知产171 严小青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责任管辖豁免 三等奖



113 法学181 应青青 论人工智能对司法裁判的影响 三等奖
114 法学182 潘荣婷 关于值班律师参与机制的研究 三等奖
115 法学182 陈浩 中国法制史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借鉴意义 三等奖
116 法学182 孙悦 论虚拟财产能否成为财产罪的犯罪对象 三等奖
117 知产181 周艺玮 论我国同性婚姻合法化 三等奖
118 知产181 蒋晴芸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问题 三等奖
119 知产181 张藤藤 论自媒体视频著作权的侵权认定与保护 三等奖
120 知产181 王美玲 视频博客（vlog）中侵犯他人肖像权的研究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