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4 副刊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孟燕 组版：颜莉
今日长清

记记忆忆中中的的电电影影院院
学学会会消消费费自自己己

莫语

人可能有100岁的长度，也
可能有博士学历的宽度，但终
其一生要学会消费自己。

人一出生其实就开始学习
消费。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
无时无刻不吮吸母乳或者替代
品，就已经步入消费大军的行
列，消费包括儿童服装、儿童车、
儿童玩具等等的儿童系列，可以
说有一个说一个。随着年龄的增
加，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也在与日
俱增，有时增长到让父母捉襟见
肘。物质的消费一刻也不曾停
止，以致到后来，房子、车子、娘
子……哪一样，不曾与经济有
关，哪一样又不与金钱相见甚
晚，哪一样不是伴着成长足痕。

物质的消费是最基础的，精
神的消费是更高尚的。按照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说，人满足了最
基本的物质消费后，就会追求高
层次的精神消费。一点不假。人的
一生，除却物质需求外，便是精神
的需求，因为人总是在学习消费
后，总想消费得好一些。为了这个
最朴素的心态，我们可能去努力
一辈子。于是走进学堂，小学、中
学、大学，在阶梯式的象牙塔里沐
浴、追求，通过沐浴学习、追求学
习，使自己贴上保鲜的商标，消费
起来显得高尚、高雅，其实更多的
是标签后的愉悦。

人要学会消费，真正的消
费，除却学历的提升，应该是终
生的学习，才能消费得起一生。
一方面，我们真正步入社会需要
学习的东西太多，有时感觉学校
里学习的东西，到社会上没有用
武之地。譬如，学校里没有告诉
你说话的艺术，但语言真是一门
艺术，汇报工作、安排工作，一样
的内容，不一样的表达，效果可
就大相径庭。没有办法，那只能
是善于学习，善于学习消费。这
样那样的补习班，林林总总的能
力、素质提升班，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我们生活在有
5000年历史的文明国度里，包罗
万象的知识太多，不学习，无以
立。道家的、儒家的、法家的，都
应学习一点，要不在社会中，别
人聊起来，你插不上嘴，尤显孤
陋寡闻。尤其是社会发展到现
在，通讯发达了，信息通畅了，各
种网站、平台，应运而生不得不
让你关注、关心、关爱，仅每天手
机上，微信上发出的“心灵鸡
汤”，每天给端上好几碗，你不得
不喝，喝了这碗，没想到下一碗
更有营养。

人生要善于消费，就必须
有个良好的消费习惯。运动算
一个，每天保持一定的运动量，
不仅使自己的机体有活力，关键
是生活起来，工作起来，有魅力、
有磁力，真正感受生命的意义。

旅游也算一个，世界这么大我想
去看看，人来世上只有一次，想
想挺不容易的，为了消费好自
己，有必要去祖国各地去看看，
去世界各地去看看，条件允许去
月球同嫦娥见个面；因为世界太
美好了，各地风景美不胜收，各
地美食会撑破你的肚皮，各地差
异文化会在你消费的账单上记
录美好的时刻。健康的生活规律
也要算一个，早起早睡，尽量不
熬夜，有一个良好的生活规律，
真会延长你生命的长度，拓展你
的宽度。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
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朋友圈，正
如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不仅是行中有知识的积淀，更有
情趣朋友的熏陶。真正算一个
的，应该是勤劳的习惯，或恪守
一份职业，或独守一份事业那
样，兢兢业业，不辍劳作，人来世
上一趟，才不虚度光阴。

保尔·柯察金说过一句话，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
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碌碌
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
因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
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
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
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而
奋斗。果真如此，人在弥留之
际，说上最后一句话，“我来世
上，不枉此生，消费得很好。”

曲征

改革开放之前，故乡所
在的乡镇没有电影院，看电
影只能露天进行。露天电影
的好处是容纳观众人数较
多，且头顶苍穹，脚踏大地，
心中有一种安然踏实的感
觉。天上星光点点，地上人群
一片，凭空增添无穷诗意。不
过露天电影也有缺点，一旦
遇到刮风下雨就无法观看，
有时候看着看着天气突变，
大家只好各自往家跑。

笔者所在的万德镇，上
世纪80年代终于建了电影院。
电影院坐落在镇驻地最繁华
的地段。记得刚建好的时候，
人们怀着一份新鲜感纷纷涌
入其中，尤其是过年过节的
时候，年轻情侣走进电影院，
一边看电影一边谈情说爱。
那时的电影票很便宜，花3元
或者5元就能看场电影。

后来，受电视以及VCD的
冲击，电影市场疲软，观众越来
越少，电影院不得不依靠学校
等单位购买团票的方式苟延残
喘。再后来，各乡镇的电影院都
遇到了无法继续生存的尴尬处
境，最后结局都是一拆了之。

县城电影院也改变不了
被弃用的命运。记得笔者刚
进县城读师范的时候，被县
城的电影院“惊艳”了一下。
县城电影院位于十分繁华的
地段，坐北朝南，进去之后，
先到右侧购票窗口购票，然
后继续向北走，穿过一个不
大不小的广场，就来到台阶
面前。顺着几十个台阶上行，便

来到一处平台，平台北墙的橱
窗里贴满了即将放映的电影广
告。接着走进候影厅，候影厅不
大，在里面可以买汽水、瓜子，
再往里走，就是放映厅。

放映厅规模很大，是我
当时见过的最大的放映厅，
大约能容纳一千多人。那时
的电影院，一般最前端是大
银幕，银幕与观众之间有一
高而宽的平台，既能看电影，
又能在平台上演节目、开大
会，可谓一举多用。

毕业之后走上讲台，远离
了县城电影院，就有一种空落
落的感觉。后来再次来到县城，
又走进电影院，放映厅还在，甚
至座椅还在，只不过放映厅早
已变成卖衣服的地方。原来，政
府已经将电影院的空间承包出
去用来“搞活经济”。

不过，县城的老电影院
弃用不久，一些高档商场开
始自己设计、运营电影城。电
影城一般设置在商场顶楼，
分成一个个电影间。电影间
里装修豪华，设备一应俱全，
地毯铺地，灯光明暗交替，音
响效果、播映技术已经远远
超过从前，观看电影真的变
成了一种超级享受。

笔者所在的乡镇，尽管
已经没了电影院，但是要想到
电影院看电影也不是什么难
事。济南、泰安、长清的影城都
可以去，十分方便，还可以用手
机在网上打折购票。看完电影，
还可以顺便逛逛商场，吃顿饭，
然后高高兴兴，打道回府。

（作者为济南市长清第
五初级中学教师）

葛曲径通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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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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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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遗嘱库提供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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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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