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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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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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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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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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慧泽

临安街有两所相并的大
宅，一所归陆家，一所归顾家。
陆家家主早年混迹黑道，过着
刀头舔血的日子。后来得到几
个闲钱，置办了出房产，慢慢做
起了生意。生意做得大了，早年
得意春风如今落寞的兄弟们也
都前来投奔，生意范围也慢慢与
朝廷打起了擦边球。奈何到底是
纳税大户，朝廷也不便说什么，
只是时不时提点几句，不出格也
就不会有动作。相比之下，顾家
则清白得多，祖辈世代为官，到
这一代的顾家家主也居朝廷要
职，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

常言道：官商不易勾结。顾
砚白小的时候就被父亲叮嘱要
当心陆家的人，见面只需礼貌
客气地应对，万万不得有太过
于亲切的交集。

他听着，面上默不作声，心
中却有些不耐。

一个雨后的下午，隔壁陆
家宅院桃花开得正好。他想去
看，就偷偷寻了梯子，爬上墙头，
利落地从上面翻下来，不料听得

“哎呦”一声，一个小姑娘被他撞
倒在地上。他连忙扶起她，小姑
娘一脸警惕，声音十分严肃:“你
是谁，怎么跑到我家来？”

原来是陆家的小姐。顾砚

白看着这个年岁并不算大的小
姑娘，脸颊还蹭着刚刚摔倒在
地沾染的灰尘，一双眼睛满含
警惕却又说不出的灵动。

“说你呢，你来我家干什
么？再不说话，我就要喊人了。”
她默默地后退一步，眼睛一瞬
不眨地盯着顾砚白，这样一副
受惊小鹿的样子逗得顾砚白有
些开心。他心知，倘若再不告诉
她自己的身份，怕是真的要被
当盗贼抓走了,便定了定神，对
面前的小姑娘说：“在下顾砚
白，看陆府桃花开得正旺，一时
忍不住翻墙欣赏，不料冲撞了
陆大小姐，还请不要怪罪。”

陆家小姐听了后，眼中的
警惕放松些许。她上下打量顾
砚白，嘴里嘀咕着“原来是看上
我家桃花了，干吗不从正门过
来，吓了我一跳。”嘀咕完也就
不作声了。

午后的阳光正好，日头不
烈不燥，映得桃花淡雅之余，又
平添一股说不出的俏丽。顾砚白
看着她，俊俏的眉眼，一双眸子
潋滟幽黑，长发披散下来，称着
皮肤更加粉嫩动人。人面桃花，
此番景色，顾砚白心中一动。

直到多年之后，顾砚白仍
旧记得这个午后，记得那双灵
动幽深的眼睛。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学生）

爬上那座山
□曲征

说起来我这人有点迷信。
上世纪80年代初，考上中专

成为我们乡镇读书人的头等大
事。那时，大学的录取率极低，所
以人们大都把希望放在考中专
上。考上中专，就立即跳出农门，
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变成“吃国
库粮的”，身份一步登天，命运就
此扭转，所以许多人高中毕业之
后又回初中复习，力争考上中
专。为了跳出农门，有人复习了
好多年，所以中专录取分数逐年
提升，应届毕业生很难考上，只
有复习了二三年的“老油子”才
有望考上中专。

我也无法摆脱年年复习的
命运。为了早一年离开农门，除
了掌灯熬油，有点迷信的我，还
要在大年初一这天做一些简单
的题目，在我看来，这一天如果
能够轻松做题，就意味着年后碰
到任何题都会做，中考时啥题也
难不倒我。

记得1983年春节那天，我闷
在屋里做题，正做着，我的两个
堂弟来找我玩，我们三个就到大
街上商量如何玩耍才好，喜欢爬
山的我就建议爬爬我村的西山。
他俩同意之后，开爬。

西山距离我村并不远，一个
小时左右就到了。站到山顶，向
西瞭望，我突然看到西边还有一
座更远更高的山。面对那座更远
更高的山，有点迷信的我突然产
生了一个心理暗示：今天大年初
一，只要爬上那座山，我今年就
能考上中专！

于是我向两位堂弟提议：再
去爬更远的那座山。但是他俩不

同意，因为时近中午，要回家吃
饭。少数服从多数，我也只好依
依不舍地回家。那年中考，我的
成绩距离录取分数线只差3分，
数学试卷最后一题本来很简单，
只要做条辅助线就一切搞定，但
是我当时就想不起做条辅助线。

有点迷信的我，就将原因归
结到大年初一没有爬上那座山，
我下决心下一年春节一定爬上那
座山。1984年大年初一，我闷在屋
里做了几道题之后，一个人朝西
方疾行。先是登上离村不远的那
座小山，然后义无反顾地向西边
那座更远更高的大山行进。穿过
果树林，走过坟茔遍地的荒野，越
过遍地荆棘的山脚，迈过奇形怪
状的各种山石，终于爬上了山顶。
山风浩荡，视野宽阔，深深吸一口
清新的空气，顿觉心旷神怡。俯视
南面、北面山脚之下，红砖绿瓦的
乡村景象收入眼底，欢庆节日的
锣鼓声隐约传来，心中顿生一股
豪迈之气。下山回家，到家时已是
下午两点多钟。因为完成了一项
重要任务，心中十分欣喜。

1984年6月，中考降临。我的
中考成绩远远高于录取分数线。
表面上看，得益于大年初一爬上
了那座山，而实际上，优异的成
绩不仅是这一年来更加刻苦努
力的结果，更是爬那座又远又高
的山，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让自
己认识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
登攀”的世间真谛，又加上积极
的心理暗示，所以才让自己把握
住机会，成功地实现了人生的一
次重要而艰难的跨越。

爬上那座山！
（作者系济南市长清第五中

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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