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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苑星辉】 

◇法学 193班祝檀吉同学荣获第五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总决

赛知识竞赛一等奖 

11 月 28 日-12 月 3 日，第五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总决赛在京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34 支代表队以及部分经海选产生的演讲赛选手展开激烈

角逐。总决赛分个人演讲比赛和团体知识竞赛两大类。此前，我院法学 193班祝

檀吉同学以优异的表现从全省各地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知识竞赛高校组特

等奖并代表浙江省参加全国赛。本次，祝檀吉同学代表浙江队参与角逐，在总决

赛中沉着冷静，表现优异，经过激烈的比赛最终获得知识竞赛一等奖。 

◇博文苑 5-916 寝室荣获校“十佳文明”寝室称号 

2020 年 12月 2日，由我校党委学工部主办的校第七届“十佳文明寝室”评

选会在恕园 7号楼 200座举行，我院博文苑 5-916寝室脱颖而出，荣获校“十佳

文明”寝室称号。该寝室成员为阿迪拉·阿迪力、王洁妮、高骞、陈对。在大学

生活中，她们热爱学习，认真做笔记、互相分享，每日图书馆打卡，温馨团结共

同进步。 

【思政教育】 

◇“12.4”国家宪法日暨普法宣传月系列活动成功开展 

今年 12 月 4 日是第七个国家宪法日，为了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提高大学

生的法治素养，推动全社会树立宪法意识，我院在普法宣传月陆续开展了宪法晨

读、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志愿服务、同上一堂宪法课、12.4 国家宪法日普法宣传

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提高我校师生

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此外，我院还安排志愿者在专家指导下前往浙江省婚姻

家庭咨询师协会开展长期的妇女儿童维权志愿服务，将专业所长切身投身于社会

服务中，真正做到“学法、懂法、用法”。 

◇我院开展学生干部领导力提升训练营之诚信考试教育 

12 月 9 日下午，我院学生干部领导力提升训练营之诚信考试教育于恕园 12

号楼 404 举行。院学工办主任翟晓春老师、教务科姜凤老师、团委万燕老师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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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训练营，各班班长、团支书参加。姜老师结合往年考试案例引导同学们充分

认识到诚信考试的重要意义，翟老师从思想认识、班级建设、学生的个人发展等

方面再次说明了诚信考试的重要性，万老师围绕违纪处分条例规定强调了考场纪

律。诚信考试不仅与每个同学息息相关，也与日后的班级建设密不可分。本次训

练营，着重强调了诚信考试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学院的学风、考风建设作了重要

指导。 

◇学院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 

12 月 12 日-18 日，为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与大学

生朋友们》，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水

平，我院组织各团支部有序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团员们一起朗读《习近平与大学

生朋友们》，通过朗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寄语，团员们对于青年人敢于

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有效地提高了同学们对于实现中

国梦的使命感，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 

◇找准内涵定位 规划未来发展 ——2020级新生始业教育暨专业分流讲座

顺利举行 

12月 13日晚，我院举行 2020级法学院新生始业教育暨专业分流主题讲座，

由知识产权研究所专任教师孙益武主讲。孙老师以日常生活中涉及知产的例子为

切入点，讲解了其在个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不同表现，消费者和竞争者视角的

IP 等等。讲座中，孙老师把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案例相结合，讲解方式

风趣幽默。大家纷纷表示，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定位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对即

将面对的专业选择态度也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获益匪浅。 

◇校青博讲师团孙哲教授到我院开展“从量子计算机看科技的自立自强”

主题讲座 

12月 16日晚 6点半，我院于恕园 32号楼 304教室面向 2020级学生开展“从

量子计算机看科技的自立自强”主题讲座。讲座由青博讲师团孙哲教授主讲，我

院团委老师万燕主持。本次讲座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涉猎新的领域为同学们拓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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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知识视野，让同学们体会学习理科的逻辑思维，增强对国家科技领域的认识。

希望同学们以后能广泛涉猎不同领域，不断学习，争做全方面发展的优秀法科生。 

【青春团建】 

◇我院举行学生干部领导力提升训练营之文明寝室建设分享会 

12 月 2 日下午，我院学生干部领导力提升训练营之文明寝室建设分享会于

恕园 14 号楼举行。团委万燕老师，法学 172 班团支书汪含津同学出席本次训练

营，各班班长、团支书参加。有四年班委经验并且所在寝室获得过 2019年校“十

佳文明寝室”的法学 172 班团支书汪含津同学分享了自己在学习、工作和支部、

寝室建设方面的经验。班委们进行了经验交流与分享，大家纷纷表示“专业”、

“特色”、“集体”对于班级建设的重要性，一个优秀集体离不开创新的思维、

资源的整合、特长的发挥。 

◇“心同行，法为趣”院首届班级特色心理活动评选结束 

11 月 30日，“心同行，法为趣”班级特色心理活动评选顺利结束。本次评

选活动由院团委书记胡俊、万燕两位老师及院学生会主席金佳颖担任活动评委。

评选过程中，各班心理活动特色鲜明，汇报形式多样，各展风采。胡老师对各位

班级心理委员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如何增强班级心理主题活动吸引力、创

新度等给予现场指导。 

◇“研”途有你——我院举办首期“学长学姐说”考研沙龙活动 

12 月 30 日下午，我院在恕园 14-205 教室开展沈钧儒法学院首期“学长学

姐说”考研沙龙活动。本期沙龙由学硕 201班叶悦学姐、学科思政 201班赵欣桐

学姐作分享交流，院学工办主任翟晓春老师、团委万燕老师出席。交流会上，叶

悦学姐结合自身经历阐述了考研的重要性，结合当前的就业现状具体分析了考研

的重要性，赵欣桐学姐围绕如何选取专业和院校、制定复习计划、调整心态以及

复试中的注意事项等方面分享了自己考研之路。我院“学长学姐说”考研沙龙系

列活动旨在充分发挥朋辈交流指导的作用，坚持每月至少开展一期，让需要考研

的同学提前了解到考研方面的信息，帮助他们快速找到目标、树立考研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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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 

◇我院开展 2020 级本科生职业规划讲座 

12 月 16 日下午，我院邀请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主任黄娟律师为 2020 级本

科生开展职业规划讲座。我院副院长汪红飞老师、知识产权研究所副所长袁杏桃

老师、教务科王胜平老师、辅导员万燕老师等出席，本次讲座由知识产权研究所

张费微老师主持，同学们就职业规划、专业选择、如何成为文娱律师等问题与黄

主任进行了请教，并作了深度积极的交流，多名同学纷纷向黄主任提出希望能进

入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实习见习的机会。黄主任一行还就关于知产专业人才培养

思路和我院领导、老师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进一步合作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思

路。 

◇我院召开“星光”“新苗”项目申报交流会暨答疑会 

12 月 17日下午，我院“星光”“新苗”项目申报交流会暨答疑会在恕园 17

号楼模拟法庭举行，院党委副书记张昌羽老师出席并讲话。本次交流会特邀杭州

师范大学学生科技协会主席张陈辰、杭州师范大学学生科技协会素质拓展中心主

席赖星怡主讲。本次“星光、新苗”计划交流会暨答疑会是在“星光、新苗”计

划申报阶段所进行的一次专题交流会，旨在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科创赛事，并通

过参与比赛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成为优秀法科生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院开展学院首期创新创业项目培训指导训练营 

1月 7日下午两点，沈钧儒法学院首期创新创业项目培训指导训练营于恕园

14 号楼 305 教室举行，院党委副书记张昌羽老师出席并讲话。本期训练营特邀

人文学院辅导员陈晓玲老师主讲。作为 2021 年我院创新创业项目培训指导训练

营的第一期，对后续自主开展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加深了同学们对创新创业

项目的理解，是训练营一系列活动的良好开端。 

◇出台新举措 期待新突破——成学院成立本科生学科竞赛指导小组 

为切实提高本科生适应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和

实战能力，补齐人才培养中的短板，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院决定组建以

专业教师为班底的学科竞赛指导小组，主要围绕省一类学科竞赛等项目，引导和

指导学生提高法律职业能力。经过前期的动员，学院八位专任教师自愿成立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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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学科竞赛指导小组，他们分别是汪红飞、俞静尧、袁杏桃、汪迪波、黎枫、

金龙鑫、黄晓平、程林。在教务科和团委、学工办的共同协作下，学院将广泛发

动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学科竞赛训练营，在专任教师的辅导下，落实学科竞赛指导

工作。 

◇我院求职简历设计与制作专题培训顺利开展 

1 月 24 日，我院求职简历设计与制作专题培训在钉钉直播群顺利举行。本

次培训主讲嘉宾为浙江工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孙艳燕老师，培训旨在进一

步提高毕业生求职能力，掌握简历设计与制作的技巧和要点。孙老师紧紧围绕“一

个中心：以展示职业能力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有针对性、客观具体”阐述了

毕业生求职简历的设计与制作。本次线上培训会的举办，体现了我院对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重视，也切实解决了毕业生现阶段求职的需求，为其以更好的精神面貌

和求职状态进入求职市场提供了较大的帮助。 

【评奖评优】 

◇2019-2020 学年评奖评优工作圆满完成 

10-12 月，学院完成各类奖助学金评选 20 余项，467 人次获奖，26 个集体

获文明班级、文明寝室、特色寝室等荣誉，1个寝室获校十佳文明寝室称号；78

人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共发放奖金约 21 万元，形成积极向

上的班风、学风，以评促建、以评促学。 

◇我院举行首届“华知”奖学金颁奖仪式 

12 月 16日下午，我院举行首届“华知”奖学金颁奖仪式。华知专利事务所

总经理季玲行、副总经理殷国勇、专利代理律师杨秀芳，我院党委副书记张昌羽

出席颁奖仪式。仪式上，季玲行先生寄语同学们要专注，专注于自己所学习的领

域，坚持下去必有所获；殷国勇先生向同学们介绍了知识产权行业近年的发展情

况与华知所的业务范围，并向同学们发出实习邀请。“华知奖学金”由杭州华知

专利事务所在我院设立，每年捐赠 3万元用于奖励我院知识产权专业学子在学习、

科研创新等方面的成绩。今年共计有 9名知识产权专业同学获得“华知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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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行 2020 年度“智仁”奖学金颁奖仪式 

12 月 23 日下午，我院举行 2020 年度“智仁”奖学金颁奖仪式。我院首届

优秀校友、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主任刘恩，浙江智仁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作人洪鹏，院党委副书记张昌羽出席了本次颁奖仪式，获奖同学及全体

20 级本科生参加了活动。刘恩校友发表讲话，激励同学们要有强烈的求知欲，

挖掘生命中的巨大的潜能，去实现心中的梦想。洪鹏律师则结合自身经历向同学

们强调了接触社会并形成个人独立思想的重要性。智仁律师事务所在我院设立智

仁奖学金已经有 11年，激励了许多学生。 

【勤工助困】 

◇学院为困难生发放疫情家庭困难补贴 

临近寒假，针对我院 118 名受资助学生，因为疫情影响家庭更加困难，学院

给予每生 500元，发放近 6万元的困难补贴。 

【校园文化】 

◇我院与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音河漫游”十佳歌手大赛 

12月 4日，我院与外国语学院在学术交流中心 1500座联合举办了“音河漫

游”十佳歌手大赛决赛。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脱颖而出 16位选手，

他们在决赛的舞台一展歌喉，大放异彩。除了激情澎湃的演唱比赛外，比赛中还

穿插中场表演和抽奖环节，整个比赛气氛热烈，座无虚席。本次十佳歌手大赛，

促进了两院之间的交流合作，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充分反映广

大同学朝气蓬勃，活泼向上的精神面貌。 

◇院“识心趣，理携行”心理剧大赛落幕 

12 月 6日，我院“识心趣，理携行”心理剧比赛于恕园 17 号模拟法庭举办。

我院团委书记胡俊老师、杭州师范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协会会长董昕瑜、三拾剧

社社长彭京京担任评委。各班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从恋爱心经、人际交往、大

学学习、适应环境、自我保护等多个于大学生密切相关又新颖深刻的主题切入，

在一个情景剧表演中恰当的融入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内容丰满、主旨深刻。

同学们更是巧妙地应用道具，在小小的舞台上展现了校园街角、教师课堂、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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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景，以细腻真实的表演诠释着大学生的细微的迷茫和单纯的快乐，赢得观众

的声声喝彩，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