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
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
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人
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
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
人，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小学

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

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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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遗嘱大有讲究

问：李主任，关于立遗嘱我们需要
注意哪些问题呢？

李主任：在遗嘱书写的过程中，用
词不准确是卡住很多老年人的第一道
坎儿。不少老年人在一些用词上犯了
错，比如说，老人两口婚后买的房子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老人不明白，就
会以为老伴去世以后，整套房子就都是
自己的了，然后就在遗嘱中写将这套房
子留给谁，这就会导致遗嘱无效或部分

无效。我讲一个真实案例：刘老与老伴
结婚以后买了一套房子，生育了三个儿
子，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独立生活，后来
老伴去世，也没留遗嘱。刘老年纪渐大，
生活自理困难，而二儿子和小儿子对刘
老的生活不管不问，刘老便与大儿子在
一起生活。刘老觉得，大儿子一直对他
尽心尽力，便想百年以后将自己的房子
留给大儿子，便自己在家写了一份遗
嘱，说明房产留给大儿子继承，并将遗
嘱交给了大儿子。过了几年，刘老去世
了，大儿子就将刘老写的遗嘱拿给两个
弟弟看，要求继承父亲的遗产。没想到
两个弟弟不考虑父亲的遗愿，不同意也
不认可该份遗嘱的法律效力，没办法，
大儿子就将两个弟弟起诉到了法院，请
求法院判决。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该遗
嘱部分无效，大儿子就没办法得到一整
套房产。

问：怎么会部分无效呢？那刘老的
遗愿不就没法实现了吗？

李主任：刘老立的遗嘱中写的是：
“我死后，将我生前居住的房子留给我
大儿子一人。”就这句话本身来看没有
什么问题，但是这套房子是刘老和他老
伴结婚以后买的，这就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无论怎样，刘老和他老伴都各占有
一半的房产份额，刘老的老伴去世以后
没有留下遗嘱，她那一半就发生了法定
继承，刘老和三个儿子都有权继承那一
半的房产，而刘老去世以后所能处分的
房产，也只能是生前那套房子当中属于
他自己的那一半加上他继承老伴那一
半的四分之一，这样说来，大儿子也就

只能拥有这套房子四分之三的份额，而
不是整套房子。

问：老人亲笔书写的遗嘱竟然也会
无效？

李主任：老人亲笔书写的遗嘱叫作
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形式简单，但并不
等于随意书写就可以了，有些遗嘱看上
去可能没什么问题，可是从法律的角度
来看，可能就不是字面所理解的那个意
思了。类似于这样的遗嘱还有很多，如
果不知道怎样立遗嘱，很可能就会造成
难以弥补的遗憾。

问：有些老人认为自己写的遗嘱没
有法律效力，只有公证之后才具备法律
效力，这样的想法对吗？

李主任：不是这样的。遗嘱有五种
形式：公证遗嘱、代书遗嘱、自书遗嘱、
口头遗嘱和录音遗嘱。自书遗嘱和公证
遗嘱只是遗嘱的两种不同形式，自书遗
嘱本身就具备法律效力，并不是经过公
证以后才具备法律效力的。

问：看来，人们所理解的有关遗嘱
方面的知识还很浅薄，要想让老人的遗
愿得以实现，必须得让遗嘱合法有效才
行。

李主任：是的，合法有效才是遗嘱
的关键。遗嘱是一种专业的法律文件，
订立遗嘱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如果
没有专业人员指导，很可能会导致遗嘱
无效。为此，我作为发起人，联合山东大
舜君和文化促进中心、济南市中正荣凯
法律服务所、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维权
协会等机构，成立了齐鲁遗嘱库，指导
老人书写更加规范的遗嘱，保障老人的

合法财产和继承权益。
我们的咨询服务热线：

0531-88812338

我们有专业的团队，随时为您解答。
齐鲁遗嘱库办公地址：济南市市中

区经四路269号东图大厦八楼828室

齐鲁遗嘱库——— 专业订立遗嘱

专业法律指导

订立遗嘱过程中，我们有专业的法
律工作人员对老人进行指导、状态评
估，确保遗嘱的合法有效性。

代书/上门快速服务

齐鲁遗嘱库为书写困难的老人提
供代为书写订立遗嘱服务，为行动不便
的或地处偏远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便捷式服务

齐鲁遗嘱库提供遗嘱咨询、遗嘱起
草、遗嘱登记、遗嘱保管等一系列手续，
方便快捷，当日即可完成。

服务宗旨

山东大舜君和文化促进中心机构
下设的齐鲁遗嘱库，是经济南市民政局
注册备案的公益项目组织，我们将竭诚
为60岁以上的老人终生进行遗嘱服务。

特别提醒

1、为确保遗嘱更具法律效力，避免
后续因其效力产生纠纷，办理过程中涉
及状态评估、上门订立及代书服务，会
产生适当费用，详情请提前致电咨询。

2、由于遗嘱订立需求量大，现场咨
询人员较多，为保证提供完善服务，请
提前电话预约。

很多人以为，写份遗嘱很简单，有支笔、有张纸就可以了。但其实，很多人写出来
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遗嘱。据不完全统计，70%的老人不知道怎么写遗嘱，即使
写了也可能是无效遗嘱。还有一份调查显示，九成以上遗嘱与房产有关。遗嘱无效，
老人晚年难以心安。

李荣凯主任
齐鲁遗嘱库创始人
济南市中正荣凯法律服务所主任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
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

那天回娘家，说到了十月一
（农历）回老家上坟，考虑到母亲
年纪大了，况且知道她不止是给
姥爷、姥娘上坟，还要给老姥爷、
老姥娘上坟，两个村子相隔还远，
所以劝母亲不要回去了，母亲不
做声，我知道这是不同意。

过了一会儿，母
亲说，她小的时候是
在姥爷家（我应该叫
老姥爷）长大的。那时
候我姥爷在外面给人
家当长工，姥娘家里
地里地忙不过来，就
把我娘和我姨送到娘
家，说是娘家，其实那
时老姥娘已经故去
了。母亲说，从没见过
那么好脾气的姥爷，
她和小姨因为想家，
总是借机找事，不是

嫌衣服不好穿，就是嫌鞋子不得
劲，一天之中大哭小哭不知几回，
老姥爷总是好声好气地哄着，从
不对她们大声说话。怕母亲和小
十姨回家，还没入冬，就偷偷托人
把她俩的棉衣捎来，给她俩扎羊
毛毽子，用铁勺给她俩炒大黑豆，
晚上把炕烧得热乎乎的，给她俩
穿鞋扎腿，只为哄着她俩别想家，
别哭着回家。

母亲说，周围的人都说，这样
的姥爷，十里八庄的也难找到。说
到这里，很少流泪的母亲已然落
泪。在那个困苦久远的年代，母亲
和小姨因为老姥爷的庇护，没有
挨冻受饿，如今已经八十岁的母
亲回想起来，仍然情难自抑流下
热泪，真的是感激老姥爷，让母亲
的回忆里不止是艰辛和苦涩。母
亲说，他那么疼我们，趁着现在我
还能走得动，能去一次就去一次
吧，等爬不动了，想去也去不了
了。

有时费尽周折的跋涉，只为
了表达一个没有忘记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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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有一
项传统习俗，叫做“回
门”。所谓“回门”，就是
在新娘陪伴下，新郎婚
后第一次进岳父母的家
门，一般是婚后第二天，
也有的地方定在婚后第
三天。回门，是婚事的最
后一项礼仪，所以人们
比较重视，尽心办理。

在我家乡长清区万
德镇，回门时间一般是
婚后第二天。这天一大
早，新婚夫妇就起来梳
妆，争取将最美好的妆
容呈现在女方的亲友面
前。男方则早已置办了

“六身礼”（就是六样礼
品），估摸着能够十一
点到岳父家，便开始动
身。在一位陪客的陪同
下，新郎新娘坐上自己
的私家车或出租车，向
岳父母家进发。陪客当

然是村里的头面人物，懂礼节，会
说话，用心周到，尤其酒量大，酒后
不失态。

来到岳家，门里门外早站满了
看新女婿的村民，岳父家早已找好
陪客，而那位特意找来的大厨正忙
得不可开交。女方陪客将一行三人
让进主房，嘘寒问暖，聊性甚浓的
当然是双方的陪客，女婿比较矜
持，而那位新娘子早就投入了娘亲
和姐妹们的怀抱。

新女婿这天地位最高，女方亲
友给足了面子，不仅坐最上座，而
且不管食用什么食品，新女婿不动
筷子，谁也不能先品尝，只有新女
婿食用了，大家才跟着食用。新女
婿尽管地位高，但毕竟是婚后第一
次来岳家，所以很拘束，一般不喝
酒、不吸烟、不多说话，还要随时注
意自己的吃相以及坐姿。当然，在
来之前，男方父母早就嘱咐好了。

大家坐好之后，筷子、汤匙、小
盘、酒具等呼啦啦上来，然后是八
个压桌（起陪衬作用的几个菜）也
端了上来，饮酒开始，新女婿不喝
酒，人们礼节性地劝一下酒，并不
强求，其他人一般都喝，宴席慢慢
进入高潮。其间，又有八个菜和四
个大件（就是用很大的食具盛的菜
肴，一般是大鱼、整鸡等）轮番端上
宴席。这宴席的规格，被人们称为

“八顶八的四大件”。当然，中间还
要离席出去方便或者逛街，而那位
女方陪客总要一边招呼聊天，一边
周到服务，尽量不能冷场。

宴席时间很长，一般要吃喝到
掌灯时分，才散席回家。

在宴席进行中，新女婿还有一
项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 偷偷
地将岳家一个酒盅子或者茶碗等小
物件放进口袋，带回家中。据说这样
做的目的，是喻指借着岳家的财力和
实力，让小两口日子越过越好，这既
是对岳家的高抬，也是对小两口今后
幸福生活的预期。所以，“偷”酒盅子
的工作很重要，一般都由男方陪客提

醒或者代劳，倘若新女婿把“偷窃工
作”忘了，人家男方家长会怪罪陪
客的。为了万无一失，许多男方陪
客在饮酒之前就将酒盅子放进女
婿衣兜里，免得酒后误事。当然，岳
家早就把酒盅子等小物件放在女
婿身边，等着他去“偷”呢。

笔者查资料得知，回门风俗，
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左传》记载
了宣公五年，齐国的高固陪夫人双
双“归宁”（即回门）的诗：“言告师
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
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描绘了
一位新妇婚后回娘家前的高兴、忙
乱之态。当然，回门风俗在不断演
变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偏差与分
化，在回门时间、礼品、仪式等方
面，不同的地区都存在着差别。

回门的起源，据说原因之一是
在古代，封建意识浓厚，人们从小
到大，基本上没有进行过性知识教
育，许多年轻人对此还是一片空
白，新婚夫妇也不例外。所以回门
这天，新娘的母亲常常将女儿叫到
一个隐秘的地方，专门询问这件
事，娘儿俩什么话也可以说，女儿
会如实相告，如果有问题，当娘的
就帮着出主意，指点迷津。这其实
是很讲实效、也很体现人性化的一
种做法。

回门，是一种婚姻礼仪，但是我
们从中可以领略到许多充满人性化
色彩的道理，比如弘扬孝道，比如男
方女方的彼此尊重，比如亲友之间的
和睦团结、亲切友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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