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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的男子

会带给我幸福吗

慧心老师：
你好。我是一位近30岁的大

龄女，从未正经谈过恋爱，但相
亲无数，最长的联系时间不超过
2个月。最近朋友介绍了一个男
子，条件还行，对我很满意，也很
在乎我 ,但他是离过婚的。我心
里有些担忧，如果他很好，为什
么会离婚？离过婚的他能给我带
来幸福吗？

——— 小 娟

小娟：
你好。一个男人能否带给你

幸福与他是不是离异男没有直
接关系，我想首先他得具备带给
人幸福的能力，其次，你们得互
相喜欢。前些年热播的《不要和
陌生人说话》里的男主角安嘉
和，无论他是否离异，带给女人
的都只能是灾难，因为他缺乏带
给人幸福的能力。一个人能够带
给别人幸福，他首先得能带给自
己幸福。安嘉和就不是一个幸福
的人。事实上，一个人若心胸狭
窄、猜疑成性、斤斤计较、睚眦必
报、自贱自轻等，就不太可能是
一个幸福的人，也不太可能带给
他人幸福。朋友介绍的这个男
子，你觉得他幸福吗？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现代婚姻存在越来越多的闪婚，
越来越多的人为结婚而结婚，造
成了婚姻的诸多不稳定因素。走
进婚姻前，越能做到互相了解，
越能提高婚姻的稳定性和幸福
指数。谈恋爱是必需的，一年到
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基本了解一
个人。所以，不妨先多接触一下，
多观察他，多体会，通过许多的
小事情小细节，你就能感知出他
是否是合适的结婚对象。他是离
异男，那你一定要搞明白他离异
的原因，这点非常重要。我认识
的一位女子嫁给一位离异男后，
仅仅半年就开始挨打。她不知
道，她丈夫第一次婚姻破裂的原
因就是因为家暴。不妨侧面打听
一下，多了解一些信息，婚姻非
儿戏，慎重一些总是没错的。

大龄女性寻找满意的结婚
对象不容易，选择离异男可以扩
大择偶范围，这其实蛮好的，但
具体到某个男子适不适合做丈
夫，那还要自己来做决定。两个
人在一起的感受，是和谐快乐还
是拧巴紧涩，外人很难体会和明
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杨振宁
和翁帆的结合很不可思议，但是
人家两人在一起很幸福，这才是
最重要的。你要问问自己喜不喜
欢他，愿不愿意和他共同生活，
是否能够包容他的缺点和某些
生活习惯。

小娟读者，只要对方没有人
格障碍，没有品性问题，无论是

否离异，都能带
给你幸福。但最
关键的一点是，
你们之间得有感
觉，得彼此喜欢
才行。爱情不是
婚姻的必需，但
爱情的确是幸福
婚姻很重要的一
个因素。祝福深
深。 慧 心

那天很热，走在嘉华商
场凉爽的卖场里，我正东张
西望，突然听到一个超高分
贝的女声，正对着手机话筒
发飙说：“你是谁啊？……你神
经病啊……是你老公找我，
你有本事看好你老公……你
骂谁啊……你老公都不要你
了……”一时间，商场内一片
静寂，可想而知，大家都在聆
听这一场“小三”与“正室”的
短兵交接。

我抬眼打量着那个高
分贝女郎，烫着时髦的短
发，穿一件花哨的短裙，蹬

一双亮片高跟鞋，很像电影
里的性感小三。这让我想起
了，曾经接过的许多倾诉电
话里，愤怒的妻子们在得知
老公有外遇后，总是问我她
该不该给小三打电话？看，
这就是打电话的结果，大多
数都是自取其辱。有一位女
士甚至很纳闷儿地问我：

“我长得也不比小三差，这
么多年，我对家人照顾得无
微不至，他怎么还这样对
我？那个小三除了比我年轻
点，她哪里好啊？她分明就
是冲着他的钱来的……”

是啊，多年的媳妇在卖
力地照顾一家老小，在努力
地陪着老公一起奋斗，可
是，终于等到老公事业有
成，她也就熬成了黄脸婆，
另一个女人凭着年轻的脸
蛋，只需一点点卖萌，就巧
取豪夺掠走了她的另一半，
这岂不是白白为她人作嫁
衣裳？争吵、愤怒、不甘
心，这些都是必然的，但
何必再给自己多找一份羞
辱 ？ 犯 罪 学 上 有 一 句 名
言：“犯罪的出现，只是
一分动机，九十九分机会。”

老公有外遇，找小三有什么
用呢？如果你们的婚姻足够
美满，再卖萌的女人对你们
都不足以造成威胁，怕就怕
你和老公的婚姻早已貌合
神离，只需一丁点火星就成
燎原之势！

所以，时尚杂志上流行
着一句话：“追爱，靠的不是
痴傻真心，而是技巧；婚姻，
靠的不是用力去爱，而是相
处！”谁让这不是一个海誓
山盟的时代呢？光感情用事
是没有用的，要赢得幸福还
得斗智斗勇！

卖力还是卖萌 文/舒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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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女士咨询：
母亲去世早，父亲一直

与我共同生活，哥哥在外地
工作。今年3月份，父亲患
重病住院，考虑到我经济困
难又一直照顾他，父亲便想
立遗嘱把财产都留给我。由
于不能书写，父亲便躺在病
床上口述，由我记录遗嘱。
随后，我将记录好的遗嘱打
印了一份。父亲核对了打印
的内容就签了字、注明日
期。父亲病逝后，我拿出了
父亲的遗嘱。哥哥看后很生
气，称这份打印的遗嘱无

效，要求继承一半的遗产。
请问：这份父亲签名的打印
遗嘱是否有效？

律师观点：
根据《继承法》的相关

规定，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
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
月、日。代书遗嘱应当有两
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
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
书，注明年、月、日，并由
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
人签名。

打印的遗嘱，若能够证

明系遗嘱人亲自输入、打印
并签名的，应视为自书遗嘱；
若由他人代为打字的，则应
以代书遗嘱来认定。电脑书
写方式在当今已极为普遍，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法律没有
规定，就否定打印遗嘱的效
力。打印遗嘱是否有效，关键
要看遗嘱是否为遗嘱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并且是否符合
法定的形式要件。

马女士记录并打印的这
份遗嘱，应当认定为代书遗
嘱。作为代书遗嘱，这份打印
遗嘱没有见证人的签名，不

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
件，应当认定无效。因此，马
女士和哥哥应当依照法定继
承来分割遗产。

律师提醒：打印遗嘱在
《继承法》中没有规定，且容
易篡改和伪造。因此建议遗
嘱人，打印遗嘱无论是否为
本人亲自打字，最好由两名
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在场见
证并签字，以减少纠纷。

解答人：王崇利（高级律师）
信箱：wdali66@163 .com

本人签名的打印遗嘱是否有效

女儿去年中考结束后，我
们全家三口去了云南。整个行
程 1 2天，从昆明到大理到丽
江，去了茶马古道和泸沽湖，
这一路上，女儿看到了以前从
未看到过的风景，知道了纳西
文化，了解了普洱茶的历史。
从早到晚相伴十几天，这在我
和孩子还是从未有过的，以前
都是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
班，旅游也是短程。这十几天
的相处，她告诉了我许多班级
的事情、同学的事情，我们还
交流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
感到和女儿的关系更深了一
层，作为父亲，我暗下决心，以
后一定多陪伴女儿，父亲的陪
伴能帮助女孩子顺利度过青
春期。

——— 张先生
儿子今年也中考，考试结

束后，除了去海边玩几天之
外，主要想让他多读几本书。
我打算给他办一张省图的阅
览证，我上班时顺路把他带过
去，中午接他一起吃饭，午饭

后的时间他自由安排。每个周
末，我会就他读的书籍和他讨
论一下。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
很受启发。《灰姑娘》的故事我
们都读过，但是我并没有像文
章的作者一样给孩子提出问
题来思考。比如：仙女帮助了
灰姑娘，老鼠和其他小动物也
帮助了灰姑娘，让孩子明白每
个人即便很渺小，都可以为他
人提供帮助，所以要自尊，也
要懂得尊重任何一个人。再比
如，如果自己是灰姑娘的后
妈，会让灰姑娘去舞会吗？通
过这样的问题让孩子学会换
位思考。我想，这个暑假，我也
要通过阅读启发孩子去思索
去进步，而不是死读书读死
书。

——— 嘟嘟妈妈
这个暑假可以让孩子学

习一些技能，比如骑自行车、
游泳、打网球、跆拳道、下围
棋、学琴、唱歌、画画、烹饪等。
平日功课紧张，孩子没时间学
习这些技能，但这些技能却能

让人生变得更丰满更快乐。充
分利用好这个暑假，基本能掌
握一到两项技能，我儿子就是
利用一个暑假学会了骑自行
车和游泳。

——— 然 而
给孩子报一个有品质的

夏令营是不错的选择。根据自
己的经济条件，选择去国外的
夏令营或国内的夏令营都可
以。在同伴的互动中，孩子能
更好地融入集体生活，对培养
孩子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情商
都非常有帮助。

——— 芝 麻
看好书、好电影、旅游，有

条件的话，去乡下住一段时
间。每年暑假，我都会送女儿
回乡下姥姥家住一段时间，她
也很乐意去。在亲近自然、亲
近土地的过程中，孩子会成长
得更踏实更朴实更懂得感恩。
另外，我觉得可以拿出一段时
间让孩子上个初高中的衔接
班。

——— 肖美丽

让孩子的暑假甜蜜蜜主持人：淑怡
邮箱jiashipindao@163 .com

博客：
http://huixinrexian.blog.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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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下
今日济南

女儿中考结束后，我和她去
了法国旅游。在十天的旅游中，
感受着完全不一样的风土民情，
我和孩子都深深感受到了行万
里路的魅力。在和团队其他游客
的互动中，女儿也学到了许多，
感悟到了许多。旅游团其实就是
一个小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各
种各样的行为方式，让孩子知道
社会就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
的，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应该具备
的起码素质是什么。我很赞同读
者的建议，充分利用这个暑假让
孩子学点技能，我女儿的吉他就
是利用暑假学的，无需精专，能
自弹自唱一首歌就很好。

任女士来电说，儿

子今年中考，一直忙于

复习，她想等中考结束

后，让儿子过一个既放

松又有收获的假期。向

下午茶的读友请教，该

如何安排孩子的暑期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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