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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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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怀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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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征

【如果你爱】
如果你爱一枝花
你不能只爱她
春风里欲滴的娇柔和
诱人的妩媚
你更要爱她
深秋里风雨后
残存的一丝气息和
战战兢兢的那份萧瑟
你还得爱她
落入泥土时
悲凉的姿态和
生命即将结束时的
惊惧与无奈
如果你爱一个水果
你不能只爱她
刚刚采摘时的饱满和水灵
你更要爱她
饱受时光打磨之后
颓废的容颜以及
渐渐显露的黑斑
还有越来越干瘪的身躯
你还得爱她
失去了芬芳之后
包裹她全身的那份无聊和枯燥
甚至从她身上发出的苦涩
如果你爱……

【那年那月】
那年那月
夏天在枝头唱歌
玉米苗疯长出幸福的感觉
河水在树荫下跳舞
鱼儿在澄澈里游乐
一种心情
被热辣辣的风灌醉
迷失在瑰丽的幻觉
一种思绪
缠绕着美好的寄托
被一种叫做甜蜜的东西
冲撞得七零八落
谭咏麟正年轻
牵着他的水中花
在乡间的小路上诉说
亲爱的，我要问

许多年的风雨
是否把醉人的记忆
风化得
褪了颜色
许多年的蹉跎
是否将一分真情
冲刷得了无牵挂

【再爬上这座山】
再爬上这座山
无数思绪在心中翻卷
你的身影早已走远
你的笑声不再缠绵
那美好的往昔
仿佛山间的云烟
渐渐飘散
只剩下一种感觉在山间游走
这感觉叫做孤单
再爬上这座山
才明白
人类最大的敌人
是匆匆逝去的时间
哪怕你刻意珍惜
哪怕你拼命追赶
那些瑰丽的岁月啊
全被时间扔进时光隧道
永不回返
再爬上这座山
眉头刻满一堆思念
心头聚满柔软的情感

【这样想你】
一分钟
我只用其中的六十秒想你
一小时
我只用其中的六十分钟想你
一天
我只用其中的二十四小时想你
一星期
我只用其中的七天想你
一个月
我只用其中的四个星期想你
一年
我只用其中的十二个月想你
一辈子
我只用与你相遇之后
剩下的岁月想你

（作者为济南市长清第五初级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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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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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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奕如

提到长清就不得不提
到长清的“县学”——— 济南
市长清第一中学，这座百
年老校有太多的美丽值得
我们体会。

一中之美一在景美。一
中本部毗邻文昌山西麓，占
地八万多平方米，校园内南
有庄重现代的科技大楼，北
有孔子覆手含笑，东有梧桐
老树齐整守望，西有银杏玉
兰亭亭而立。教学楼间，翠
竹环合，楼外走去便见一亭
翼然临之。旁有一廊，以藤
萝倾覆，确有“蒙络摇缀，参
差披拂”之态，漫步其间，可
见苍苔点点，月季夹道，一
片欣欣向荣之景。

一中之美二在人美。
一中前身为1904年建立的

“县立高等学堂”，建校已
有114年的历史，这里会聚
了长清的优秀学子。早上，
同学们迎着晨起的第一缕
阳光开始了一天的学习，
晨读声充斥在整个校园；
吃饭的时间，同学们跑到
食堂，是为了节省时间，多
一点用于学习；晚上，教室
里是同学们埋头苦读的身
影。志存高远，迎难而上的

我们，又怎会不成功呢？
一中之美还在于她与

天山学子的羁绊。自2011年
起，长清一中开始招收来
自新疆的学子，为天山学
子畅通了求学求知之路，
为新疆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2014年10月13日，时任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俞正声同志视察时同内
高班学子亲切交谈，对一中
的办学成绩给予了高度评
价。内高班更使两地学子互
相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
校园内各民族各省市的学
子关系亲密，情同手足，为
了求学而并肩作战，民族团
结之景处处可见，践行了
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
的基本原则，坚实了平等

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为国家实现现
代化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奠定了基础。

相信作为一中学子看
到一中这众多美景，在感
到无比自豪的同时，又觉
身负重任。作为千禧一代，
我们是一中辉煌的继续，
更要肩负起建设我们伟大
祖国，实现“中国梦”的责
任。为此，我们会更加努力
学习，向知识的海洋中求
索，努力塑造自己，不辜负
母校的栽培，不辜负国家
的期望，让一中因我们而
变得更美，让祖国因我们
而变得更富强。

（作者系长清一中高
三19班学生）

葛曲径通幽

一一中中之之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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