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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虑律师事务所、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钟山明镜律

师事务所等单位： 

感谢你们出资设立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项目学

生奖学金，奖励河海大学优秀学生。2021 年度河海大学法学

院优秀毕业生项目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于五月启动，河海大

学发布《关于做好河海大学 2022 届本科优秀毕业生评选工

作的通知》（河海学工〔2022〕30 号），由法学院根据评选要

求及相关文件精神，经学生申报，学院综合评定，共确定 25

名学生获评河海大学法学院 2022 届优秀毕业生称号并获得

专项奖学金，其中部分获奖学生以写信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

敬意与谢意，我们特此装订成册。 

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法学院全谨向捐资单位致以

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给予我们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您对

河海学子的关怀和厚爱，感谢您对于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所

做的贡献！ 

最后，祝愿所有捐资单位的每一位校友、全体工作人员

工作顺利，万事顺意！ 

 

 

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河海大学法学院 

2022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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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项目执行情况表 

项目名称 2022 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 

项目责任单

位 
法学院 

项目负责人 李祎恒 
办公电话及电子

邮箱 
13913861368/liyiheng1985@163.com 

项目性质     限定性捐赠项目☑    非限定性捐赠项目□ 

项目类型 

1.学生培养项目☑     4. 科学研究项目□       7. 文化建设项目□ 

2.教师发展项目□     5. 国际交流项目□       8. 基础建设项目□ 

3.学科建设项目□     6. 院（系）发展项目□   9. 其他□ 

项目立项时

间 

2022 年   

5 月 
项目执行年限/年 1 项目经费总额/万元 4.8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编号 捐赠用途 使用金额/万元 受益人数 

1 
2022 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

项目学生奖学金（中虑奖学金） 
1.8 9 

 合    计：                 1.8   /万元 

 项目余额：                                        /万元 

项目总结（可附项目执行中重要事件、活动、新闻报道、图片、受益人感谢信等相关材料）： 

附新闻报道、受益人感谢信 

项目责任单位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基金会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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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项目执行情况表 

项目名称 2022 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 

项目责任单

位 
法学院 

项目负责人 李祎恒 
办公电话及电子

邮箱 
13913861368/liyiheng1985@163.com 

项目性质     限定性捐赠项目☑    非限定性捐赠项目□ 

项目类型 

1.学生培养项目☑     4. 科学研究项目□       7. 文化建设项目□ 

2.教师发展项目□     5. 国际交流项目□       8. 基础建设项目□ 

3.学科建设项目□     6. 院（系）发展项目□   9. 其他□ 

项目立项时

间 

2022 年   

5 月 
项目执行年限/年 1 项目经费总额/万元 4.8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编号 捐赠用途 使用金额/万元 受益人数 

1 
2022 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

项目学生奖学金（北京炜衡奖学金） 
1.6 8 

 合    计：                 1.6   /万元 

 项目余额：                                        /万元 

项目总结（可附项目执行中重要事件、活动、新闻报道、图片、受益人感谢信等相关材料）： 

附新闻报道、受益人感谢信 

项目责任单位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基金会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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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海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项目执行情况表 

项目名称 2022 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 

项目责任单

位 
法学院 

项目负责人 李祎恒 
办公电话及电子

邮箱 
13913861368/liyiheng1985@163.com 

项目性质     限定性捐赠项目☑    非限定性捐赠项目□ 

项目类型 

1.学生培养项目☑     4. 科学研究项目□       7. 文化建设项目□ 

2.教师发展项目□     5. 国际交流项目□       8. 基础建设项目□ 

3.学科建设项目□     6. 院（系）发展项目□   9. 其他□ 

项目立项时

间 

2022 年   

5 月 
项目执行年限/年 1 项目经费总额/万元 4.8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编号 捐赠用途 使用金额/万元 受益人数 

1 
2022 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

项目学生奖学金（钟山明镜奖学金） 
1.6 8 

 合    计：                 1.6   /万元 

 项目余额：                                        /万元 

项目总结（可附项目执行中重要事件、活动、新闻报道、图片、受益人感谢信等相关材料）： 

附新闻报道、受益人感谢信 

项目责任单位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基金会意见   

 

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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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放 2022 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学金的情况说明 

 

校基金会： 

江苏中虑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以及江苏钟山明镜律

师事务所于我院设立基金，奖励法学院优秀毕业生及优秀学生。经协商，法学院

制定奖学金评选办法，根据该办法以及河海大学法学院《关于做好法学院 2022 

届优秀毕业生及专项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河海法学〔2022〕8 号）》的评选

要求，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通过学生申报、奖学金评定小组评定，公

示无误后，确定 2022 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奖励人员名单及金额如下： 

中虑奖学金发放明细 

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别 性质 

1 公子晨 1818010131 本科生 中虑奖学金 

2 额仁呼 1818010232 本科生 中虑奖学金 

3 吴嘉慧 1818010122 本科生 中虑奖学金 

4 刘金科 1818010234 本科生 中虑奖学金 

5 牟乐 191315020003 研究生 中虑奖学金 

6 钟友琴 191315030009 研究生 中虑奖学金 

7 朱子升 191315040005 研究生 中虑奖学金 

8 张逸涵 1808040103 本科生 中虑奖学金 

9 陆繁鹏 1814040225 本科生 中虑奖学金 

共计壹万捌仟元整（小写：18000.00） 

 

炜衡奖学金发放明细 

序号 姓名 学号 类别 性质 

1 安浩然 1818010233 本科生 北京炜衡奖学金 

2 周晟全 1706020410 本科生 北京炜衡奖学金 

3 陈景鹏 1606030210 本科生 北京炜衡奖学金 

4 王红利 191315010007 研究生 北京炜衡奖学金 

5 潘俊成 191315010010 研究生 北京炜衡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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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阙文楷 191315030006 研究生 北京炜衡奖学金 

7 鲁夏 191315030005 研究生 北京炜衡奖学金 

8 叶子昕 1815010422 本科生 北京炜衡奖学金 

共计壹万陆仟元整（小写：16000.00） 

法学院奖助学金发放明细 

序号 姓名 学号 年级 性质 

1 陈久宇欣 1818010119 本科生 钟山明镜奖学金 

2 钱玉怡 1818010123 本科生 钟山明镜奖学金 

3 赵梦悦 1818010226 本科生 钟山明镜奖学金 

4 王妍 191315030007 研究生 钟山明镜奖学金 

5 崇章 191315020009 研究生 钟山明镜奖学金 

6 王玉琪 191315020005 研究生 钟山明镜奖学金 

7 鲁盈汐 1815010309 本科生 钟山明镜奖学金 

8 赵瑾 1808040113 本科生 钟山明镜奖学金 

共计壹万陆仟元整（小写：16000.00） 

以上所有奖学金总计伍万元整（小写：50000.00），特申请从捐赠收入中支

出，请予支持为感！ 

 

河海大学法学院 

2022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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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学号 类别 金额（元） 联系电话 签名

1 额仁呼 1818010232 本科生 2000 15295773998

2 吴嘉慧 1818010122 本科生 2000 17826512990

3 刘金科 1818010234 本科生 2000 15197951965

4 公子晨 1818010131 本科生 2000 15850685982

5 牟乐 191315020003 硕士研究生 2000 15298357099

6 钟友琴 191315030009 硕士研究生 2000 19850859322

7 朱子升 191315040005 硕士研究生 2000 15951738662

8 张逸涵 1808040103 本科生 2000 15862899339

9 陆繁鹏 1814040225 本科生 2000 15850651378

合计

单位负责人
（基金会负责人签字）

2022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项目学生奖学金明细表

单位:_____法学院_______________                                                 时间： 2022  年 6  月  14 日

 大写金额：壹万捌仟元整                         小写金额：18000

说明：奖助学金务必按照奖学金、助学金等类别分别做表单，一张明细表附一张领款单。

签字栏

相关部门

经办人 (项目责任单位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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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学号 类别 金额（元） 联系电话 签名

1 安浩然 1818010233 本科生 2000 15850683086

2 周晟全 1706020410 本科生 2000 15295767700

3 陈景鹏 1606030210 本科生 2000 17631651754

4 王红利 191315010007 硕士研究生 2000 15951617761

5 潘俊成 191315010010 硕士研究生 2000 15951751298

6 阙文楷 191315030006 硕士研究生 2000 15850681075

7 鲁夏 191315030005 硕士研究生 2000 18752003279

8 叶子昕 1815010422 本科生 2000 15295798895

合计

(项目责任单位领导签字)

（基金会负责人签字）

2022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项目学生奖学金明细表

单位:_____法学院_______________                                                 时间： 2022  年 6  月  14 日

 大写金额：壹万陆仟元整                         小写金额：16000

说明：奖助学金务必按照奖学金、助学金等类别分别做表单，一张明细表附一张领款单。

签字栏 单位负责人

相关部门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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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姓名 学号 类别 金额（元） 联系电话 签名

1 陈久宇欣 1818010119 本科生 2000 18852016769

2 钱玉怡 1818010123 本科生 2000 18962354830

3 赵梦悦 1818010226 本科生 2000 13806241166

4 王妍 191315030007 硕士研究生 2000 15298361853

5 崇章 191315020009 硕士研究生 2000 18752005163

6 王玉琪 191315020005 硕士研究生 2000 18752002395

7 鲁盈汐 1815010309 本科生 2000 15295799880

8 赵瑾 1808040113 本科生 2000 15850601788

合计

经办人 (项目责任单位领导签字)

2022年度河海大学法学院优秀毕业生项目学生奖学金明细表

单位:____法学院________________                                                 时间：2022 年 6 月 14 日

 大写金额： 壹万陆仟元整                                    小写金额：16000

说明：奖助学金务必按照奖学金、助学金等类别分别做表单，一张明细表附一张领款单。

签字栏

相关部门

单位负责人
（基金会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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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北京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各

位领导： 

您好！ 

我叫陈景鹏，就读于河海大学法学院

法学专业，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此次

能够获得贵所设立的“北京炜衡奖学金”，

我感到非常荣幸。十分感谢贵所对于法学

院的支持，也十分感谢贵所对于我的肯定

和鼓励，能够让法学院更好的发展，激励

学院的广大同学更好的进步。 

 

此次能够获得贵所设立的“北京炜衡奖学金”，我感到非常荣幸。十分

感谢贵所对于法学院的支持，也十分感谢贵所对于我的肯定和鼓励，

能够让法学院更好的发展，激励学院的广大同学更好的进步。 

我原本是 2016 级电子信息工程的一名学生，保留入学资格之后

参军入伍，曾在河北、新疆两地服役，曾多次获得嘉奖。退伍之后，

我申请从电子信息工程转专业到法学，经过四年的法学学习，我发现

我已经爱上了法学，并决定继续进行法学的学习和研究。目前我已经

推免至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完成在河海大学的学业之后

将在 9 月份前往北京。这四年来，我担任了许多学生工作，曾任班长、

学院团委副书记、学校国防协会副主席等等，为学院学校做出了一些

贡献，在每一次的学生工作中，我都希望，能够有同学可以因为我的

努力，获得一定的帮助，这样，我的付出就都值得了。也正是因为曾

经参与过许多的学生工作，才更明白幕后付出之不易。一如我所获得

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是对我这四年的付出的肯定，是对其他正在付

出的同学的鼓励。再次感谢贵所的支持和鼓励。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陈景鹏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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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炜衡律师事务所领导： 

您好！ 

我叫安浩然，就读于河海大学法学院法学专

业，现在是一名大四学生。此次获得贵所设立的

“北京炜衡奖学金”，我感到非常荣幸。因此，特

写信向贵所表达由衷的谢意。 

 

写信向贵所表达由衷的谢意。 

在河海的四年留下了很多回忆，也有很多收获。在学习上，我

始终牢记自己学生的本分，以学习为根本，积极进取，不断攀登。

我绩点 4.46，专业排名前 20%，曾获河海大学学业优秀等各类奖学

金 7 项，河海大学优秀学生等各类荣誉称号 12 项，现保研至河海

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专业。在实践上，我参与了 3 项三级学科竞

赛并均获得名次，同时也参与了 3 项校级创新训练计划，其中一项

获得校级优秀。工作上，我连续四年不间断参与学生工作，曾任院

学生会志服部部长、河海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副主席、河海大学学生

处事务科办公室助管，接下来的一年，我也将继续以一名助管老师

的身份参与学生工作，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我。在志愿公益方面，

我积极参加校内外各项志愿活动，积极承担社会志愿工作，获得河

海大学年度“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北京炜衡奖学金”的设立，表现了贵所对我们青年大学生的深

切期望。金钱有价，但情意无价，贵所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物质上

的奖励和资助，更多的是对我们刻苦学习、勇于攀登的精神的肯定。

我将带着贵所的深切期望，继续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

出当代青年的最好成绩！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安浩然 

2022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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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北京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栾云根主

任、各位合伙人： 

您好！ 

我叫周晟全，就读于河海大学法学院法学

专业，此次能获得贵所设立的“奖学金”，我感

到非常荣幸。 

 

所设立的“奖学金”，我感到非常荣幸。 

“北京炜衡奖学金”的设立表达了贵所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和深切

关怀，它不仅是物质奖励，同时还是对我们勤奋学习、勇于进取的

精神的肯定，更是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取向的正确引导。“‘炜’

者，盛大之火也；‘衡’者，公平之器也”，贵所追求的公平精神，将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有幸获得这项奖学金，这将成为我人生道路

上一个闪亮的路标。 

在过去的大学生活里，我坚守学习的热情，保持成绩的优秀，

并已推免至厦门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担任班级班长、吉他协会社

长等学生职务，认真负责地完成每一项工作；对自身要求严格，内

心牢记河海大学“艰苦朴素，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勇于探索”的校

训，努力充实、完善自我。但是，这都尚不足道。人生在要做好与

自身相关的事之外，还应该尽自身最大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以后，

我会以贵所为榜样，尽我所能，达我所成。我相信，河海大学一定

会有更多的法学学子在贵所设立的这项奖学金的资助与感召下学

业有成，在为祖国的建设事业上做出巨大的贡献，将贵所的深情厚

义回报社会。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周晟全 

2022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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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虑律师事务所各位领导、老师： 

您好！ 

我叫额仁呼，就读于河海大学法学院法学专

业，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在此感谢贵所对学

院法学教育的支持和对法学院师生的关爱！  

学院法学教育的支持和对法学院师生的关爱！ 

大学四年的学习中，我始终保持着对法学学习的热情，努力钻

研专业知识，现已保送研究生至河海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

攻读研究生。个人荣誉层面，我本科期间共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3

次，获得河海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共 9 项，获得 2021 年度河海大

学“严恺奖学金”二等奖等。实践竞赛方面，我曾在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检察院完成为期一个月的个人岗位实习，也曾参加“2021 全国大

学生环境资源模拟法庭大赛”、“第二届全国高校民商事模拟法庭竞

赛”两场国家级学科竞赛，并获得了一定奖项。学生工作层面，我

曾担任校学生会文艺部副部长、法学院法学社部长、辅导员助理等

职务，具有大型文艺活动与普法活动的举办经验，拓展了个人能力

的同时，也收获了为身边人服务的快乐。 

奖学金是对我过去四年的努力与付出的认可与激励。我将继续

坚守“崇法明理 尚德致公”的院训，在今后的学习与工作中再接再

厉，带着贵所和学院对我的支持与肯定继续前行，成为国家建设和

发展的有用之才！ 

最后，再一次感谢贵所的关心与支持！衷心祝愿贵所事业蒸蒸

日上！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额仁呼 

2022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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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虑律师事务所各位领导、老

师： 

您好！ 

我叫吴嘉慧，就读于河海大学法学

院法学专业，此次获得贵所设立的“中虑

奖学金”，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此感谢贵

所对河海大学法学院师生的关爱和对

学校教育事业的支持！ 

 

生。 

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我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对待自己，努力

学习课内专业知识，同时拓展课外实务知识，努力将自己培养成为一

名优秀的法科学子。在竞赛方面，我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环境资源模

拟法庭大赛、江苏省仙林成才杯模拟法庭大赛、江苏省法治情景剧大

赛、“今日说法”大赛等法学专业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在比赛中我

不断发现自身不足，拓展自己的眼界。在科研上，我加入“野生动物

交易监管问题研究”、“三权分置下宅基地流转法律问题研究”、“预防

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等创训小组，积极开展法学专业研究。

此外，我曾担任河海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席，立足专业开展志愿普法

活动，用自身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自身社会价值。 

此次奖学金的获得给了我更多的鼓励，肯定了我过去的成绩，也

让我在未来的学习中更有信心。最后，再次感谢贵所的关心和支持，

衷心祝愿贵所精诚团结，事业蒸蒸日上，勇攀高峰，获得长足进步。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吴嘉慧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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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虑律师事务所领导： 

我叫刘金科，就读于河海大学法学专业。很

荣幸获得本次中虑奖学金，在此感谢贵所对法学

院师生的关爱！“河润万物，海纳百川”， 在河海

大学的四年我收获颇丰。 
 

在思想上，我热爱祖国，思想端正，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现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正式党员；在学习上，我始终坚持

刻苦努力，争优争先，专业排名年级第 2，并曾获国家奖学金、国

家励志奖学金等多项奖学金，现已保研至河海大学民商法专业。刻

苦学习之余，我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三项，两项获校级结项优

秀，一项获校级结项合格；前往人民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进行岗位

实习，在实践中增强本领；参加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波莫纳）国际

交流项目，开阔国际视野；在工作上，我曾担任河海大学法律援助

中心外联部部长，学以致用，积极用自己所学知识帮助他人；担任

河海大学资助政策宣传大使，让更多人了解河海大学、了解国家的

资助政策。 

当然，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此次有幸获得贵所设立的奖学金，

无疑是对我的一次巨大激励与鞭策，我会将其转换成前行的强大动

力，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不辜负自己、也不辜负贵所的期望。最

后，祝贵所蓬勃发展，赓续辉煌！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刘金科 

2022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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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捐资人： 

您好！ 

我是河海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陈久

宇欣，现在是一名大四学生。此次获得

贵所设立的“钟山明镜奖学金”。 

常荣幸。 

我很喜欢我的专业，也一直认真对

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锻炼，

希 

 

我很喜欢所学的专业，也一直认真对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

注重自我能力的锻炼，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建设更强大的祖国。

我始终勤恳学习，排名专业前列，获得“优秀学生标兵”、“优秀共青

团员”和多项奖学金，参与了全国高校民商事模拟法庭竞赛、江苏省

大学生知识竞赛、校级廉洁知识竞赛等都获得了好成绩。此外，我积

极参与志愿活动，获得“爱心包裹”国家级志愿者证书；负责和参与了

三项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分获省级和校级立项；暑期实践所在团队

获得校级“优秀团队”，研究成果被评为校级“优秀调查报告。学生工

作方面，我先后担任法律援助中心咨询部部长，引导同学们知法守法、

用法护法；大学生记者团采访部部长，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法学

1 班班长，在同学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毫无保留地服务同学。 

非常感谢贵所对我学业和生活上的鼎力支持，获得贵所提供的奖

学金肯定了我过去四年来的努力和付出，也激励着我不断进步，止于

至善。我定将不辜负贵所和学院的期望，取得更大的进步！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陈久宇欣 

2022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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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领导： 

您好！ 

我叫钱玉怡，就读于河海大学法学院法学专

业。此次能获得贵所提供的奖学金，我感到非常

荣幸。在此表示我的谢意！  

    自入校以来，我怀揣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对法律的热爱，刻苦钻

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连续四年获得河海大学学业优秀奖学金，

并获得了 2020-2021 学年国家奖学金。此外，我在假期中多次参与

实习，去实务中锻炼自己。我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和全国大学

生环境资源模拟法庭大赛，开拓视野，丰富经历，提高了我的研究

的能力和抗压能力。同时，我参与学生工作，曾作为河海大学学生

会文艺部副部长与部门伙伴一起组织校级大型活动，锻炼了我的组

织统筹能力。在课余时间，我还会做一些志愿活动，提高道德修养。 

奖学金是对我大学四年努力的肯定和鼓励，也让我今后更有信

心去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牢记“崇法明理 尚

德致公”的院训，带着贵所和学院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更上一层楼。

最后，再次向贵所致以最诚挚的感谢，祝贵所继往开来，事业蒸蒸

日上，勇攀高峰！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钱玉怡 

2022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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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钟山明镜侓师事务所捐资人： 

您好！ 

我叫赵梦悦，就读于河海大学法学院，现在

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我很荣幸能够获得贵律所对

我学业和生活的资金支持，奖学金是对我学习努

力的肯定，给我带来物质上支持的同时，也给予

了我精神上的鼓励，让我能更进一步定位自己，

端正学习的态度，并督促自己珍惜时光，有效利

用时间，不辜负老师和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力的肯定，给我带来物质上支持的同时，也给予了我精神上的鼓励，

让我能更进一步定位自己，端正学习态度，珍惜在校时光，有效利

用时间，不辜负老师和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我很喜欢我的专业，也一直认真对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

力的锻炼，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大学四年里，我获得绩点排

名第五的成绩，并作为第一负责人主持了题为《长租公寓“租金贷”

模式下承租人的风险防控研究》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在学科竞赛方面，我曾代表河海大学参与了“第二届全国高校民商

事模拟法庭竞赛”，所在团队挺进全国 8 强，也积极参与了江苏省

大学生知识产权知识竞赛、江苏省笔译大赛等竞赛，并取得了一定

的好成绩。除此以外，我曾为河海大学法学院宣传中心主席、法学

院新闻部部长，负责法学院官方公众号的运营、新闻稿的撰写等工

作，积极参与校院两级的学生工作活动。 

当然，我明白现在取得的成果只能说明过去，如今我已在新的

起点，我一定会在新的环境里更加刻苦努力，牢记您对我的教诲和

期待，承继河海大学法学院对我的培养，取得更大的进步。再次感

谢您对我的资金支持，在未来，我一定会更加努力，不断提升自我，

成为更加优秀的人。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赵梦悦 

2022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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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捐资人： 

您好! 

我叫赵瑾，就读于河海大学商学院工程管理

专业，辅修法学双学位，现在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此次能获得贵所设立的“钟山明镜奖学金”，我深

感荣幸并备受鼓舞。 

 

感荣幸并备受鼓舞。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现以综合测评成绩专业第一的成绩被推免

至天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一学位专业核心课

程优异，英语六级 574 分。曾获国家奖学金、安徽邦泰优秀学生奖

学金、河海大学学业优秀/精神文明/科技创新/社会工作/艺术体育奖

学金等 15 项奖学金；曾获江苏省大学生工程管理创新、创业与实

践竞赛二等奖（负责人）、“LSCAT”杯江苏省笔译大赛汉译英二等

奖等 13 项校级以上竞赛奖励；获评河海大学“优秀学生标兵”、“优

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员”等 15 项校级荣誉称号。 

在修读法学双学位期间，我始终保持端正的学习态度，并取得

了较为优异的成绩，积极参加法学相关竞赛，深入钻研法学知识，

不断丰富知识体系。我的法学课程平均学分绩点 4.21，平均成绩

84.23。法理学、民法总论、合同法、刑事诉讼法学 4 门课程取得满

绩成绩。除修读法学课程之外，我于 2021 年 5 月参加了由高校图

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与东南大学图书馆主办的“第一届东南大学‘奥凯

杯’在宁高校大学生知识产权知识技能大赛”，并获得优胜奖（前

3%）。此外，我主动阅读、广泛涉猎法学知识，阅读、研习《大法

官的智慧》、《西窗法雨》、《丛林再现？——WTO 上诉机构的兴衰》

等法学相关书籍，以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科研方面，结合未来研究生阶段国际工程项目投融资的研究

方向，以及对于国际经济法的浓厚兴趣，我选择以“临时上诉仲裁



 

38 

安排（MPIA）的当下困境与突围路径”作为法学双学位毕业论文的

研究问题，尝试为 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提出新思路。未来，面

临复杂的世界局势变化，在我国“一带一路”和工程企业“走出去”的

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的法律规则，为我国国际工程企业

的对外投资保驾护航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和重要挑战。而管理学

和法学知识体系的交融将很有希望在实践中创造更大的价值，充分

契合社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由此我相信，工程管理和法学双

学科的交叉融合，能够为我未来的人生发展提供行稳致远的可持续

助力。我希望将来可以跻身国际工程行业，为我国“一带一路”和工

程企业“走出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学习、科研之余，我积极承担学生工作，服务于广大师生。

我曾担任河海大学大学生融媒体中心副主席、2019/2020 级新生助

学导师等职；在服务社会中贡献青春力量，参与暑期支教、社区防

疫等多项志愿服务活动。参加“Cal Poly Pomona Student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 Leadership”国际交流项目，拓宽国际视野，提升

个人综合能力。 

通过三年的认真付出，而今能够幸运地获得贵所设立的“钟山

明镜奖学金”，我深感荣幸并备受鼓舞，在此向贵所深表感谢！未

来我会继续保持严谨、努力的态度学习，认真、负责地完成每一项

工作，积极投身于社会服务当中，为社会贡献一份当代大学生微薄

的青春力量，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赵瑾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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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北京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捐资人： 

您好！ 

我是叶子昕，就读于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

语专业，于法学院辅修法学双学位，现在是一名

大四的学生。此次能获得贵所设立的“北京炜衡奖

学金”，我感到非常荣幸。我的法学双学位平均成

绩良好，目前获得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推荐 

 

奖学金”，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的法学双学位平均成绩良好，目前获得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推荐免试拟录取。我积极参与法律相关实践，曾在主专业必修实践

课程中担任法务组组长，主要负责审核同学们的项目合同，解答简

单的法律疑问；我也曾在一家外企法务部进行实习，主要工作内容

为进行简单法律问题检索和研究，起草法律意见答复业务部门邮件

等。 

未来，我将更加系统地学习各部门法的知识，广泛阅读国内外

法学文献及专业论著，了解前沿的法学知识及研究动态，并继续将

习得的理论运用于法律实践，努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法律人才。再

次诚挚感谢贵所授予的奖学金！也真挚祝愿贵所事业蒸蒸日上、蓬

勃发展！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叶子昕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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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江苏中虑律师事务所各位领导： 

您好！ 

我叫陆繁鹏，就读于河海大学法学院法学双学

位，此次能够获得贵所设立的“中虑奖学金”，我感

到非常荣幸。  

我从大二开始修读法学双学位，通过法学双学位的学习我对刑

法、民法、宪法、行政法等法律基础课程有了初步的学习，我的逻

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在撰写毕业

论文《重大疫情防控下行政应急行为的争议与化解》过程中，在老

师和师姐的指导下对行政法有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得益于双学位学

习打下的知识基础，我成功考取了南京理工大学的法律硕士，有幸

能够在研究生阶段再续法律之缘。此次获得“中虑奖学金”既是对我

的认可也是对我的鞭策，再次感谢贵所对于河海大学法学院和我的

法学学习的支持，诚祝贵所事业蒸蒸日上，更上一层楼！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陆繁鹏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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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各位领导： 

您好！ 

我叫鲁盈汐，就读于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英

语专业。作为一名法律双学位的学生，我从选定

法律作为第二专业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不能虚度。 

光光阴光阴，一定要从中学习专业知识和技

能，同时锻炼和增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在双学位的课程进行过程中，我被法学深深吸引，想要更近一

步地了解。于是，我开始寻找相关专业的实习，也着手准备我在法

律方面的继续深造计划。很幸运的是，我被首尔大学法学院所录取，

未来的我也会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继续奋斗。 

奖学金的获得之于我有另一种特殊的意义。它肯定了我的决定

和努力，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鲁盈汐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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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江苏中虑律师事务所韩旗主任、各位律

师： 

您好！ 

我叫张逸涵，就读于河海大学商学院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辅修法学双学位。此次

获评法学双学位“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同

时获得贵所在河海大学设立的专项奖学金

——“中虑奖学金”，我感到非常荣幸。 

 

获评法学双学位“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同时获得贵所在河海大学

设立的专项奖学金——“中虑奖学金”。 

在法学双学位学习期间，我的所有法学课程均取得较高绩点。其

中合同法 94 分，宪法学 93 分，刑事诉讼法 91 分，环境法学 90 分。

2020 年—2021 年，我担任河海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干事。每周在河海

大学法援中心值班，做好法援中心来访人员登记，并负责线上解答法

律常识性问题，曾组织策划河海大学宪法知识竞赛、河海大学普法宣

传院巡讲座等 10 余项法援活动。2019 年，我曾担任学生代表赴最高

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参与宪法宣誓仪式，相关事迹获得“河海法家”

公众号宣传报道。非常感谢贵所颁发的“中虑奖学金”，这份奖学金对

于我来说是一种肯定、一种激励，其意义不止于物质层面，更多的是

精神层面的意义，鼓励我继续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今后我也将怀揣

这份美好的回忆，砥砺前行。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张逸涵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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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的领导： 

我是河海大学法学院 2019 级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专业的研究生王妍，很荣幸获评本次奖学

金，在此感谢贵所对河海大学法学院教育事业的

无私支持，以及对法学院学子的殷切关爱！  

自研一入学以来，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提升自身综合能力。

学习上，我认真努力，研一学年绩点排名年级第一；且积极参与学

科竞赛、学术论文写作与课题研究等，提高了自己的案件分析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文献检索能力、实地调研能力与实践运用能力等，

曾获 2019 年全国大学生环境资源模拟法庭大赛团体一等奖，连续

两年获江苏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连

续三年获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连续两年获评优秀研究生荣誉

称号；社会实践方面，我曾担任法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参与组织

学院多项学术、文娱活动，服务集体，任职期间获河海大学研究生

会优秀骨干成员称号；我也热心公益，多次作为赛事、学术论坛等

的志愿者，并连续三年参与了河海大学本科招生志愿工作。 

此次获奖是对我的肯定，更是对我的激励。作为即将踏入社会

的青年，我定会牢记奋斗的初心，不畏艰难，砥砺前行，也希望法

学院与贵所的合作长存，祝愿贵所的事业蒸蒸日上！祝愿新时代国

家法治发展行稳致远！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王妍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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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的领导： 

我是 2019 级民商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崇章，很

荣幸获评本次奖学金，在此感谢贵所对法学院学

子的关爱和对法学教育事业的支持！ 

2019 年，我以专业第一的分数考入河海大学

法学院的研究生民商法学专业。 

 

法学院的研究生民商法学专业。研二以较高分数通过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并参加河海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处理多起法律援助案件。研

究生期间通过选拔连续三个学期担任课程助教。此外，参与导师团

队 6 项课题。拥有四项实用新型专利。在 CSSCI 刊物发表一篇论文。

分别获得河海大学法学院 2019级研究生第一/二/三阶段学业奖学金

二等奖、2021 年河海大学法学院第十届“学海争峰”学术年会优秀奖

以及河海大学第三十二届校园文化艺术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作品征集大赛优秀奖。硕士毕业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评为优

秀。之前我有两年的工作经验，以及四段实习经历，包括机关的政

务大厅、证券公司、校友企业担任法律顾问等岗位。由于我有经济

类和法学类的跨学科背景，所以在平时的学习和工作中遇到法律问

题时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 

在今后的岁月里，希望能够继续得到贵所的关心与大力支持，

我将继续努力学习，让贵所的付出有所回报；我会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争取能够为学院和贵所做出一定的贡献。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崇章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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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的领导： 

我是 2019 级民商法学专业的研究生王玉琪，

很荣幸获评本次奖学金，在此对贵所表示衷心的

感谢。我汇报一下我的基本情况： 

 

自 2019 年以保研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河海大学就读研究生以来，

作为一名民商法学专业的研究生，一直致力于自身综合素质的全面

提升。在学习方面，我积极进取，研究生开学之初参加了江苏省研

究生法律案例大赛，并获得优秀团队奖和优秀书状奖；在课堂上表

现活跃，积极与老师交流沟通，高质量地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研究生二年级积极投稿小论文，并发表于中文

核心期刊。研究生期间连续三年获得河海大学研究生学业一等奖学

金，并获得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在社会工作方面，我

积极担任学院职务，曾任法学院研究生第二党支部书记、法学院团

委副书记和研究生会外联部部长。任职期间在支部中开展了二十余

次党史学习活动，带领支部被评为样板党支部。 

在今后的岁月里，希望能够继续得到贵所的支持与鼓励，我将

继续努力学习，不断前进，投桃报李，争取能够为学院和贵所做出

一定的贡献。 

最后，再一次感谢贵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愿贵所今后的发展

蒸蒸日上！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王玉琪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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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信 

 

尊敬的江苏中虑侓师事务所领导 

我是 19 级民商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牟乐。此

次获得优秀毕业生中虑奖学金。再此，对贵虑所

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示衷心的感谢。 

研究生期间，我以高标准，严要求对待自己，努力学习课内专

业知识，积极参加各类实践活动，努力将自己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

法科学子。学习上，我一直努力刻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正做

到学以致用。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在 2019 年全国大学生环境资源

模拟法庭大赛获一等奖；在 2019 年法学院学海争峰学术报告会中

获优秀论文三等奖；曾于北大核心和科技核心期刊上各发表 1 篇论

文；积极参加创新创业大赛，担任两项创新创业大赛立项的负责人。

在学生社会工作方面，积极组织参与学校各项活动，担任院研究生

会主席、法援研究生部主席、19 级副班长。 

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会牢记贵所对我的教诲和期待，承继河海

大学法学院对我的培养，取得更大的进步。我相信，在你们的帮助

和鼓励下，我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把自己真正塑造为于国家于民族

于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 

最后，再次感谢贵所的关心与支持，衷心祝愿贵所蒸蒸日上！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牟乐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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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江苏中虑律师事务所的领导： 

我是 2019 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的研

究生钟友琴，很荣幸获评本次奖学金，在此感谢

贵所对法学院学子的关爱！下面我来汇报下我的

基本情况：  

我 2015 年进入河海大学就读法学专业，毕业后继续于河海大学

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作为一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的研究生，

一直致力于自身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思想方面，思想积极端正，

乐于帮助群众，带头发挥党员的模范示范作用。2019 年 11 月，担任

河海大学法学院校友会志愿者；2019 年 12 月，积极参演河海大学法

学院元旦晚会舞蹈节目；2020 年 3 月-6 月，受聘担任比较法概论课

程线上助教，帮助学院恢复和维护教学秩序；2021 年 3 月，应党支

部号召，积极参加河海大学“暖阳”征文活动并获三等奖；2021 年 6

月，获得灌南县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歌咏比赛集体三等奖，获得连云

港“红心向党 百年礼赞”全市法院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歌咏比赛集体

三等奖等。自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以来积极参加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

学习各项重要文件和讲话精神，无缺席和请假记录。 

学术方面，学习成绩优异，加权平均成绩 88，年级排名第 2 名；

已通过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已于 2020 年 3 月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

书（A 证）；已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中文核心期刊《环境污染与防

治》上发表文章《恢复性司法在生态环境刑罚中的定位重构》。曾获

得 2020 年度优秀研究生，2021 年度优秀研究生荣誉称号；研究生第

一阶段学业奖学金二等奖，研究生第二阶段学业奖学金一等奖，研

究生第三阶段学业奖学金一等奖；江苏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

会 2020 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江苏省法学会生态法学研究会 2020

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河海大学第十届研究生“学海争锋”学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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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并同时荣获校级优秀汇报人；《河海研究生》杂志

第三届“暖阳”征文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河海大学第三届法律常识

大赛二等奖。 

社会实践方面，2020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6 月 28 日，代表河海

大学法学院前往灌河流域环境资源法庭进行专业实习，期间取得丰

富的实践成果。撰写裁判文书及各类法律文书共计 100+份；向江苏

省人民政府发送司法建议 1 篇；撰写连云港市中院 2020 年度人大报

告中关于灌河法庭部分；编辑灌河法庭微信公众号 10+篇，其中普法

宣传进校园篇被连云港日报录用并被连云港市中院转载；负责申报

的裁判文书入选江苏省 2020 年度环境资源十大典型案例；作为牵头

人代表灌南法院参加全市法院第三十三届论文培训；随同灌南法院

参加江苏省高院、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主办的“生态环境法治研讨

会”（江苏盐城）且投稿论文获三等奖。 

未来，我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争取能够为学院和贵所做出

自己的贡献。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钟友琴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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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虑律师事务所的领导： 

我是 2019 级经济法学专业的研究生朱子升，

很荣幸获评本次奖学金，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自 2019 年本科毕业，进入河海大学就读研究

生以来，我一直专注于自身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在学术方面，努力刻苦，严于律己。获得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河

海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一等奖”、河海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二

等奖”，河海大学“优秀研究生”称号。同时积极进行学术写作，在

CSSCI 法学类扩展版目录期刊《科技与法律》、科技核心期刊《湖

北农业科学》上以第一、二作者的身份累计发表论文两篇。除了在

学业上有所进步，还注重自身综合能力的发展。在社会实践方面，

进入中兴通讯、人民检察院等企业、机关实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法

学实务水平，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 

最后，再次对贵所表示感谢，祝愿贵所事业蒸蒸日上！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朱子升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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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的领导： 

我是 2019 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研究

生王红利。 

很高兴能获得此次奖学金，作为一名法学研

究生，我一直致力于自己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在学术方面，努力刻苦，严于律己，获得了河海大学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一等奖”、学业奖学金“二等奖”，法学院“学海争锋”论坛

“二等奖”，河海大学“优秀研究生”称号。在 2019 年获江苏省行政法

学年会论文三等奖。在校期间对待学术研究保持严谨和积极的态

度，独立主持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项目《民法典时代个人

信息保护制度的行政法回应》。先后发表发表论文三篇，2019 年发

表《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于《行政与法》；2021

年发表《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制度运行的掣肘与出路》于《江苏

警官学院学报》；发表《民法典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行政法回

应》于《行政与法》。作为一名党员，时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思

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时刻以优秀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生活

上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严谨的生活态度，充实而有条理，为人热

情大方，乐于助人。 

再次感谢贵所的认可，定将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王红利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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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炜衡律师事务所的领导： 

我是 2019 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的研

究生阙文楷，很荣幸获评本次奖学金，在此感谢

贵所对法学院所有学子的关爱和对河海大学法学

教育事业的支持！  

自 2019 年河海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进入本校就读

硕士研究生以来，作为一名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的研究生，我

一直努力学习，以期在各方面有所提升。在学术研究上，我刻苦钻

研，硕士期间绩点为年级第 9，并获得了河海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二等奖”、河海大学 2020年及 2021年“优秀共青团员”、法学院“学

海争锋”论坛“二等奖”及“优秀汇报人”，河海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

称号。并积极参与学术类竞赛活动，于 2021 年发表了小论文，2022

年按时高质量完成了大论文。除了在学业上有所进步，我还注重自

身综合能力的发展。在学生社会工作方面，担任法学院 19 级研究

生团支部书记、河海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普法部部长，组织、参与各

项学院团日活动，并开展多次法律教育讲座和志愿承接多起法律援

助案件，同期还担任了我校创业公司法律顾问团队成员，处事较为

稳重、周到。 

我也将继续努力学习，不负贵所及学校的期望；争取能够为学

院和贵所做出一定的贡献。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阙文楷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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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北京市炜衡（南京）律师事务所的领导： 

我是 2019 级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的研

究生鲁夏，很荣幸获评本次奖学金，在此感谢贵

所对法学院学子的关爱和对河海大学法学教育事

业的支持！  

自 2019 年进入河海大学就读研究生以来，作为一名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学专业的研究生，一直致力于自身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在学术方面，努力刻苦，严于律己，获得了河海大学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一等奖”、河海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称号。并积极参与学术

类竞赛活动，于 2020 年获得江苏省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

会优秀论文二等奖。除了在学业上有所进步，还注重自身综合能力

的发展。在学生社会工作方面，组织、参与学校各项活动，担任法

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法学院研究生第一党支部组织委员，处事较

为冷静、全面。 

 最后，再次感谢贵所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愿贵所今后的发展

蒸蒸日上！ 

此致 

敬礼！ 

河海大学 鲁夏 

2022 年 6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