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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遗嘱库：为一千万份遗嘱入库而努力
� �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

陈凯说：“不知死，焉知生？ ”
孔子是说，如果一个人不知

道活着的意义，又怎么能够知道
死亡是怎么回事呢？

陈凯却说，只有无畏豁达的
面对死亡，并且在活着的时候安
排好身后事，才会活得更无拘无
束，潇洒自在。

还真不是狷狂自大，陈凯如
今所做的工作，确实与“死亡”息
息相关。

陈凯，40 岁， 中华遗嘱库管
委会主任，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
金会理事长。

2013 年 3 月 21 日， 由陈凯
领导的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
会与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共同发起主办了“幸福留言中华
遗嘱库”公益项目。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目前已
经有 5 万多份遗嘱入库保管，服
务老人达 7 万—8 万人次。

陈凯的目标很明确：到 2025
年， 将这套体系推广到国内 60
个大中城市， 按照每年服务
20000 个老年人来计算，2025 年
将会完成一千万份遗嘱入库。 就
拿我国 2.1 亿老年人的比例来推
算，普及率达到 5%。

遗嘱，当然是在一个鲜活的
生命消逝后才会生效的法律文
书，它不仅是一个人生前对身后
事的妥善安排，更关乎一个家庭
的稳定和幸福。 但中国人历来对

“死亡”二字讳莫如深，避之唯恐
不及，更别说把它放在明面上大
大方方地讨论、书写，然后保存
入库了……

陈凯的“幸福留言中华遗嘱
库”究竟靠不靠谱？ 他未来的设
想真的能实现吗？

立还是不立

7 月 14 日，《公益时报》记者
走进位于北京市西交民巷 73 号
的“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
中心。 当天是入伏的第二天，天
气闷热潮湿，并不宽敞的房间里
却是人头攒动，十分热闹。

在遗嘱库窄小的前厅里，一
位年长的老人和一位中年女士
正拉着遗嘱库的工作人员合影，
谈笑之间，亲切温暖。

年长的老人家名叫阮继生，
来自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今年已经 91 岁高龄。 始终笑吟
吟的那位中年女士叫翁维琦，是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退休
办负责人。 今天，阮继生是在翁
维琦的陪同下，专门来到中华遗
嘱库办理遗嘱手续的。

阮继生说：“死是必然的，是
谁也逃脱不了的。 我现在已经到
年龄了，应该要考虑到身后事怎
么安排的问题了。 遗嘱订立是一
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把自己的财
物做一个合理的分配也很必要。
生前把这些事都办理妥当了，我
走后孩子们也不会因此闹矛盾，
家庭还是一如既往地和谐，就是
我最大的心愿。 ”

阮继生说订立遗嘱这事得
到了老伴的支持和子女的理解，
他心里踏实多了。 这次订立的遗
嘱内容并不会在当下就予以公
开，而是会在他离世后揭晓。 阮
继生说自己对于遗产的分配十
分审慎，他争取最大程度地照顾
了每个人的感受，他相信家人对
这样的安排也会认同。

翁维琦说：“你看现在很多
调解家庭矛盾的电视节目中，就
因为老人生前没有立下遗嘱，导
致家庭遗产、房产等分配问题没
有一个明确的归属。 当老人去世
以后，一家人因为这些问题动辄
吵闹，甚至大打出手、完全不顾
及亲情， 破坏了原本美满的家
庭。 这就是现实的经验教训。 中
华遗嘱库这个公益项目最大的
好处就是能够帮助有需要的老
年群体解决后顾之忧，在为老人
解决身后事的同时，维护了家庭
团结。 ”

翁维琦表示，经过多次到中
华遗嘱库探访交流，她本人的生
死观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虽然现
在她还没到退休年龄，但只要条
件具备、时机成熟，她也想尽快
订立一份遗嘱，如此一来，以后
无论何时何地，她都能够心无羁
绊、洒脱轻松地面对生命中的每
一天了。

尹艳贺是“中华遗嘱库”北
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已经在这
里工作了三年多。 她告诉《公益
时报》记者，刚入职的时候，她眼
中的“中华遗嘱库”就是简单的
做公益献爱心，没多复杂。 可随
着时间的推移， 她经历得越多，
感慨就越深，愈发觉得肩上的担
子不轻。

不久前， 一位 92 岁的老奶
奶找到了尹艳贺，要求帮忙确认
她已故的丈夫是否在中华遗嘱
库留下了遗嘱。 因为在她丈夫去
世后不久，她唯一的亲生女儿手
持一份遗嘱，将她一纸诉状告上
了法庭，要求根据遗嘱获得老两
口的所有房产和钱物。 老人怀疑
遗嘱的真实性， 但苦于没有证
据。 老人悲痛之余在收拾丈夫遗
物时，无意中发现了中华遗嘱库
曾经寄给她丈夫的一张排队卡，
上面有提示老人尽快前来办理
遗嘱及注意事项等内容。

绝望中的老人仿佛瞬间抓
住了救命稻草，赶紧跑到中华遗
嘱库来询问———她以为丈夫生
前已经在这里留下了遗嘱，而且
一定会妥善安排她的晚年生活
并对房产财物做妥当处置。 遗憾
的是， 经过尹艳贺的再三确认，
老人生前于 2014 年确实来过中
华遗嘱库进行了咨询，也表达了
想要订立遗嘱的意愿，但他又说
想要去公证处再看看，然后再做
决定，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再也
没有来过。

尹艳贺说：“当我告诉这位
老人家，她的丈夫最终并没有在
中华遗嘱库留下遗嘱的时候，90
多岁的老人顿时情绪失控，抱着
我放声痛哭。 因为这里是她最后

的、也是唯一的希望，现在希望
彻底破灭了，老人家崩溃了。 ”

而那位已经故去的老人可
能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因为他犹
豫不决而最终没能完成的遗嘱，
竟然在他去世后将自己相濡以
沫一辈子的老伴推入了生活的
绝境。

说到这里， 尹艳贺有些哽
咽，眼圈也泛红了。 在她看来，这
样的遗憾越少越好。

正是为了减少这种遗憾 ，
2013 年 3 月 21 日， 由陈凯领导
的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与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共同
发起主办了“幸福留言中华遗嘱
库”公益项目，为 60 岁以上、且
个人房产在两套以下的老年人
提供免费的遗嘱登记和保管服
务，用一整套合乎法律规定的程
序，确保遗嘱的真实性。

从避讳到幸福留言

“遗嘱”就是“遗嘱”，为什么
要在前面加上“幸福留言”这四
个字？

陈凯的回答是：“‘防范纠
纷’固然是中华遗嘱库这个公益
项目的出发点，但实际上它连带
产生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这一点，
还有更多丰富的内涵。 项目创建
初始也考虑到国人传统观念忌
谈‘死亡’，所以我们赋予它的名
字叫‘幸福留言’。 ”

陈凯认为，加上“幸福留言”
这几个美好的字眼，就是要赋予
它新的涵义，从而让人们逐渐理
解：“遗嘱”是对自己的生前事务
做一个提前的合理安排，这样做
并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家人，为
了维护亲情和家庭和谐，最终体
现的是对家庭的爱心与责任。 该
公益项目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推
动全社会对家庭理念和风尚的
重新认识，建立客观豁达的生死
观。 就此而言，它的意义远远大
于处理遗产本身。

尽管如此，中华遗嘱库在工
作启动的头几年，还是遇到了不
少让人堵心郁闷之事。

2014 年，该项目开展一年左
右，尹艳贺和同事们在筹备一场
新闻发布会时，要在酒店大厅做
个引导牌，没想到这家酒店的大
堂经理坚决不同意，理由只有一
个：“‘中华遗嘱库’ 这样的字眼
放在大厅太晦气，光是‘遗嘱’这
两个字就够吓人的。 ”

尹艳贺想不通，自己花钱办
会，正当的服务要求却得不到满
足，这算什么？ 倔强的她一再和
大堂经理争论协商，最后酒店倒
确实是给做了一块“中华遗嘱
库”的指示牌，但被藏在了大厅
的一个角落。

尹艳贺又去找大堂经理理
论，得到的答复是：“这就算够给
你们面子了，再说就干脆别办会
了! ”无奈之下，尹艳贺只能和同
事守在门厅， 来一个人就挨个
问，生怕参会人员因为找不到会
场而耽误。

说起当年这件事，尹艳贺还
是有些难以释怀。 不过她又说，
选择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工作岗
位，受委屈肯定是难免的，想开
了也就没啥。

每天前来办理遗嘱的老人
形形色色， 什么脾气性格的都
有。 有的老人和蔼可亲，有的三
句话不对就会暴跳如雷，无法沟
通。 尹艳贺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以前他们在工作中压根不敢
用“去世”、“死亡”这样的字眼，
因为有些老人特别忌讳这样的
说法，有时候工作人员话还没说
一半就会被骂个狗血淋头———

“啥死不死的？！ 你们是不是咒我
早点死啊！ 不盼人有个好啊！ ”

“不过现在不同了。 无论是
社会的认知度，还是老人们本身
的想法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
变。 ”尹艳贺说。

老人们对“遗嘱”的看法和
观念的改变，陈凯观察得更为细
腻。

“以前有些老人来立遗嘱的
时候，悲悲切切，好像自己马上
就要死去似的，一边写，一边在
那里抹眼泪。 现在你再去看，老
人们都很乐观开朗，他们来时穿
的都很庄重正式，做完遗嘱手续
后， 还会和工作人员合张影，说
这一天是自己人生中非常重要
的一天， 所以要留下永恒的纪
念。 ”

想要成为文化传承

目前，“幸福留言中华遗嘱
库”已在北京、天津、广州、南京
等四个城市建立了试点机构。 不
过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
说，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目前中华遗嘱库包含前期
遗嘱咨询、遗嘱起草、精神评估、
录音录像、指纹录入、登记保管
等诸多服务内容，遗嘱库的遗嘱
范本是集所有律师团成员之所
成形成的二十几套范本，无论从
程序、内容、形式均做到客观严
谨， 既保障了遗嘱的真实性、合
法性，也大大提高了司法实践中
遗嘱被认定为有效的比例，为司
法机关认定事实、作出裁判提供
了依据。

刘珂，中华遗嘱库公益律师
团成员，本职是北京大成（广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 她的观点是：
如果有一份真实、合法、有效、无
懈可击、无法推翻的遗嘱存在的
话，遗嘱继承人只要付出小小的
成本，就能够迅速的解决继承手
续问题。 对于非遗嘱继承人来
说，只要眼前面对的是一个真实
有效无懈可击的遗嘱，他们最终
也一定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

据介绍，中华遗嘱库已经在
多起案件中向人民法院直接出
具证明函，人民法院均直接认定
中华遗嘱库登记的遗嘱合法有
效，且当事人均在一审后没有再
提起上诉。

“中华遗嘱库要在 2024 年到
2025 年， 设定 60 个大中城市来
推广该体系。 我们测算了一下，
如果每年能够服务 20000 个老年
人，那么就能够在 2025 年完成一
千万份遗嘱。按照 2.1亿老年人的
比例来计算的话， 普及率达到
5%。虽说这个成绩并不算骄人，但
我认为它的社会意义还是非常重
大的， 因为通过中华遗嘱库的标
准管理体系， 可以真正帮助到有
需求的老年人。 ”陈凯说。

虽然势头良好，但在陈凯看
来，当下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让

“幸福留言中华遗嘱库” 的发展
比较被动，依然无法迈开大步向
前走。

“相关部门至今还没有将老
年人遗嘱问题认知为一个独立
而现实的需求，往往会将其列入
老年维权范畴，实际这两个概念
并不等同。 所以，尽管需求很大，
但在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规划
里，至今还是空白。 这也因此导
致我们在申请项目的时候，不知
道具体的归口到底在哪里。 ”
陈凯表示。

“有时候我们只能往‘老年
人心理慰藉’这个方面靠，但实
质上这二者也不是一回事。 养老
服务体系里关于这一块的内容
也很不明晰。 如果这部分工作定
位能够明确，那么对这个公益项
目的社会化普及就会事半功
倍。 ”

陈凯表示，中华遗嘱库未来
的方向一定是社会公共管理事
务，希望更多有智慧有能力的人
来承担这样一份社会责任，让它
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给国
人文化传承带来福祉。

排队等待立遗嘱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