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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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探索索教教育育均均衡衡发发展展新新模模式式
长清第一初级中学深入推进集团化办学

本报通讯员 刘书平

联盟互助
打造高效课堂

1月4日下午，长清第一
初级中学联盟学校在长清
一中大学科技园校区初中
部举行新学考政策背景下
的备考研讨活动，本次活
动特邀济南育英中学相关教
师参与指导。

活动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为展示课，分别是
边霞老师的《学考语言品
析—赏析富有表现力的句
子》、曹俊宁老师的《二次
函数的应用》、房杰老师的

《被动语态专题复习》，先
学后教、自学探究、合作展
示、巩固提升4个环节贯穿
始终。第二阶段，来自联盟
学校的50多名教师就展示
课内容畅所欲言，提出了
个人见解和看法，分享了
各自的收获。

第三阶段，来自育英中
学的三位专家型教师做了
题为《新中考背景下命题
和应考策略》的报告，三位
教师结合多年研究中考试
题的经验和2018年中考改

革新动向，讲解了今后中
考命题的侧重点和分值配
比，同时对初三学生的复
习备考进行了专业指导。

发挥带动引领
提升教学质量

1月8日，长清第一初级
中学联盟学校语数英学科骨
干教师在区一初教务处主任
王荣光的带领下，进行了为
期两天的新学考背景下的学
考命题研讨会。

据了解，2 0 1 8年济南
市 初 中 学 业 水 平 考 试 语
文、数学、英语三门学科的
命题方式与结构将做出重
大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如
何备考和应考，命题导向
成为了关键。针对本次学
考命题方式改革，区一初
校长王守松及时向联盟各
校传达了相关政策，要求
各校深刻领会改革内容，
出台一系列措施应对。

本次命题研讨会，是在
前期备考研讨活动的基础
上，进一步组织各联盟学
校教学精英进行的集中活
动。参与活动的语数外学
科教师分工合作，发挥学
科带头和骨干作用，利用

两天时间，通过分析2 0 1 8
年 中 考 语 数 英 三 科 的 题
型、分值及难易比例，命制
出两套高质量的中考模拟
试题。

定期教学观摩
推进规范教学

1月9日，长清第一初级
中学联盟学校教学观摩活动

（第一站）在第一初级中学举
行。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观摩团分成8分小组，
深入课堂听课观摩，从教师
教学质态、学生学习质态、班
级管理质态等方面进行学
情、教情调研。观摩组听了
1 6节展示课，督查授课教
师的教案、课件、课堂讲授
等环节，课后与授课教师
及时交换意见，在肯定成绩
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提
出改进建议，推动学校规范
化教学建设。

第二阶段，观摩团成员
就展示课内容进行了集中
反馈。区一初校长王守松
分享了该校的教学经验，
同时表示将通过此次教学
观摩活动，与各联盟学校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
提高。

2018年，长清区第一初级中学将继续坚持城乡一体、集团化办学的
理念，深度融合各联盟学校先进的管理、师资经验，实现区域内优质教
育均衡发展。

本报2月1日讯（通讯员
方金明） 1月28日，长清一中
大 学 科 技 园 校 区 联 合 正 源
TA39青年志愿团举办“爱心
手拉手 成长心连心”大型
体验式公益活动。该校300余
名师生、家长和来自全国各
地的150名义工参与其中，济
南市教育局工会主席尹梅青、
长清区教体局工会副主席刘晖
出席活动。

本次活动由山东企业家
俱乐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共同发起，通过一系列体验
式游戏，让每名参与者放下
平时的身份和角色，平等沟
通、相互学习，拉近学生与老
师、家长、义工之间的距离，
同时提升他们自信、自立、自
主的品质。正源TA39青年志
愿团还向学校转交了 3万元
慈善助学资金。

体体验验式式公公益益课课

走走进进一一中中科科技技园园校校区区

本报2月1日讯（通讯员
李辉 郭瑞伟） 长清区实验
小学日前举行了一场以“家校
同育最美同心圆”为主题的家
长会，该校精心筹划的家庭教
育宣讲团导师同时首次亮相。
三个校区的4000多名家长通过
网络直播共同分享了这堂家庭
教育课。

活动现场，首先表彰了优
秀家委会和家长代表，执行校

长张祥华向与会家长作工作报
告。随后，家庭教育宣讲团导师
于华和焦丽分别就“父母是孩
子最好的榜样”、“双语阅读”等
内容作了专题讲座。讲座后，各
班主任和学科老师同家长们交
流了学生本学期的学习情况，
以及接下来应该改进和注意的
方面。下一步，区实验小学将积
极创建学习型家庭，努力使学
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达到同步。

区区实实小小家家庭庭教教育育

宣宣讲讲导导师师亮亮相相

招聘渠道专员，月薪2000+上不封顶，五险、节假日福利，每年
公休、免费体检，每周休一天。联系电话13325125456 张栋梁


	E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