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分析发现，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
不同的是，“00后”“90后”的遗嘱中处理财
产表现更丰富，虚拟财产的纳入和安排成
为其突出特征：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
号等虚拟财产是“00后”“90后”遗嘱中常见
的财产类型。“00后”人群立遗嘱主要处分
的财产以银行存款、虚拟财产为主。“90后”
的遗嘱中，有71.64%是涉及房产。据了解，
该人群中，父母买房挂名在子女名下的现
象比较常见，除房产外，父母还会选择将股
权挂名在子女的名下。“80后”的遗嘱中，有
97.67%是涉及房产，其次为存款。“80后”订
立遗嘱的人群中，多是属于家庭内部无纠
纷且本人身体健康，订立遗嘱更希望“未雨
绸缪”“避免财产下落不明”和“照顾家人”。

最近这段时间，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忙于迁入
位于我市红桥区光荣道与宝康道交口的宝能创业中心新址，以更好地
为广大市民提供服务。
2015年6月，中华遗嘱库进入天津，作为和平区社会组织孵化中

心培育的第一批公益项目，持续向社会推广幸福留言理念，推动遗嘱
进入家庭，旨在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

事 例

今年国庆假期前，刚满30岁的吴女士带着
父母一起到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进行咨
询。工作人员与他们沟通后得知，吴女士此行
并非帮父母咨询，而是她本人想要订立遗嘱。

原来，吴女士的父母今年8月将名下的唯
一一套住房过户给了她，而她也计划在今年国
庆假期与男友领证结婚。吴女士表示，考虑到
房子是她父母辛苦打拼买下、现在当作嫁妆过
户给她，她不希望自己父母晚年还要为房子的
事操心。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万一我发生了意

外，他们二老的养老就成了大问题。”吴女士说，
她查询资料了解到，如果她意外身亡，而且她名
下的财产没有做任何前置的安排，就会变成遗
产，她的配偶也可以分到一份。所以，吴女士决
定在结婚前，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把房产留给
父母继承。

分 析

“遗嘱事关身后事，也关乎家庭和睦。虽然老

年人依然是立遗嘱的‘主力军’，但现在年轻人立

遗嘱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不少年轻人的思维比

较活跃，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不认为立遗嘱是件不

好的事。不少‘80后’‘90后’乃至‘00后’选择提前

做好遗嘱安排，将名下的房产、存款等留给父母或

伴侣。通过遗嘱来做好财产安排，是对所在意、牵

挂、关心的人表达爱意的一种体现。这恰恰是一种

理性的态度，而且在订立遗嘱的过程中，能重新审

视过往和未来的人生。”陈凯认为，年轻人立遗嘱者

趋增的情况，体现了青年人勇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特

点，且对遗嘱的作用和意义有着正确的理解，另外，

对未来婚姻的风险认知，以及对财产规划有更明确

的观念和需求，也促使一部分年轻人提前订立遗

嘱。例如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面临家庭、社会

等多重压力，家庭关系和利益格局更加多元，也促

使这部分人群考虑及早订立遗嘱。

事 例

“上周，有位办理完退休手续不久的女士
来到我们中心，表示她想要订立遗嘱，给儿子
一份保障。”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主任孟
宪文跟记者说，通常已经退休的人来咨询遗
嘱，脸上会是较为轻松的神情，但这位女士眉
头紧锁、看上去很疲惫的样子，所以给她留下
了深刻印象。

经过沟通，孟宪文了解到，这名刘姓市民
今年51岁，现已再婚2年，丈夫比自己小8岁，
经营着一家公司。再婚后，刘女士把自己名下
一个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进行了装修，供二人
一起生活，刘女士的儿子偶尔回家探望，再婚
生活还算和谐美满。

但当刘女士想要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
这个再婚家庭出现了问题。原来，根据相关

政策，刘女士是可以延迟退休的，不过她希望及
早享受退休生活，所以，不顾再婚丈夫的反对，
还是正常办理了退休手续。没过多久，刘女士
的再婚丈夫希望她能借他一部分资金，用于他
的公司扩张。刘女士和儿子商量后，没有同意
这个请求。

前段时间，刘女士的再婚丈夫突然提出离
婚。“刘女士当时拉着我的手，边说边叹气，她
认为再婚丈夫当初和自己结婚可能就是想依靠
自己获得持续资金支持，后来见愿望落空，也就
不再打算维持下去了。”孟宪文说，万幸的是，
刘女士具有一定的风险意识，所有财产都已经
在再婚前确定好了，再加上有朋友提醒她关注
“离婚冷静期立遗嘱”的相关新闻，她担心在办
理离婚手续的过程中发生意外情况，所以到中
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咨询立遗嘱事宜，希望
给儿子做个保障。

分 析

“从数据看，离异人群是订立遗嘱的‘刚需’人

群。”陈凯解释说，家庭情况复杂的人士，为了避免

自己的财产损失，选择来咨询、订立遗嘱者比较多，

“婚姻状况出问题，家庭财产处置更需要‘预谋’。”

对于刘女士朋友所提醒的，孟宪文说，根据

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两个人

需要经过30天的冷静期才能正式办理离婚，“一旦

冷静期内有任何一方撤回离婚申请，双方的离婚就

显得遥遥无期了。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如

果在离婚还没办理完成的情况下，刘女士发生意

外，她的再婚丈夫是能够合法继承到她的遗产的。

因此不少有与刘女士类似情况的人便会想到来中

华遗嘱库立遗嘱，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财

产，确保财产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惠及到自

己想要保护的人。”

事 例

“他/她和我非亲非故，却一直很照顾我，我
想给他/她留个保障。”工作人员表示，来中华遗
嘱库咨询者中，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诉求。提
出诉求者也表示知道照顾自己的人无法按继
承法继承自己的财产，但照顾自己的人一直都
待自己如至亲，所以希望给其法律上的保障。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订立遗嘱和‘安心都

护’服务的方式，确保财产的归属。”孟宪文说，
并给记者讲述了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曾
接待过的一对特殊“父子”的故事。

黄大爷今年70岁，20年前与配偶离异，加
之他的父母去世后，兄妹几人就断了来往，黄
大爷一直独居生活。今年35岁的小叶住在黄
大爷隔壁，两人并无血缘关系，小叶一家多年
来都很照顾黄大爷，没有孩子的黄大爷便把小
叶当成儿子看待。

去年，黄大爷因病卧床了1个月，住院和回
家休养期间都是小叶在床前照料。住院期间，
他们好不容易通过电话联系到了黄大爷的兄
妹，但对方只是口头关心而已，一次也没有来
探望过，令黄大爷非常失望。

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又考虑到自己兄妹
的态度，黄大爷决定对自己名下的房产提前做好
安排，所以特地让小叶陪自己来中华遗嘱库天津
服务中心咨询。
“根据他们的情况，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向

黄大爷他们介绍了‘安心都护’的服务。”孟宪
文告诉记者，“安心都护”也称“意定监护”，即
通过协议，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
指定自己信任的人担任监护人，这是一项人身
安全性监护计划，旨在协助遗嘱人在健康时先
行指定好将来照顾自己的人，确保自己失能后
的生活照管、医疗救治、财产管理、维权诉讼和
死亡丧葬等事宜。家中有残障子女的父母，也
可通过这个计划保障将来子女的生活和安全。
截至今年7月 31日，中华遗嘱库已成功办理了
121例“安心都护”。

最终，黄大爷他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中华遗
嘱库天津服务中心。临别之际，黄大爷高兴地握
住工作人员的手，激动地表示：“如果没有小叶，
我都不知道我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还好有你
们这项服务，这次完成订立‘意定监护’协议，主
要是给小叶一个法律上的保障，让我放下了心头
大石。”

分 析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提醒说，民法典第1158条

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

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

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通

过签订意定监护+遗赠协议或遗嘱的综合方案方

式，可以解决年老照顾问题，“护航”老人生前身后

事，合法有效帮助市民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安

心养老、幸福养老，在最后的时光里体面度过、有尊

严地离去，免双方后顾之忧。

“通俗地说，黄大爷的法定继承人或者监护人应

该是他的兄妹，却无人担任这个角色；好心的邻居小

叶能够胜任这个角色，但不具备资格。‘安心都护’的

服务可以通过一纸文书把这份权利和义务给予小叶，

小叶由此便能光明正大地给黄大爷养老送终，并且不

用担心以后黄大爷的家人来为难他。”孟宪文说。

孟宪文也提醒说，与立遗嘱不同，“安心都护”

是双向的，订立双方均需知情同意。与立遗嘱相同

的是，“安心都护”可以解除相应的约定，这需根据

约定条款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此外，需要注意的

是，无论是办理“安心都护”还是遗嘱，一定要在办

理者头脑清晰时，找专业机构完成。

中华遗嘱库2021年数据显示，
订立遗嘱人群婚姻状况以已婚为
主，占比达70.7%。中青年立遗嘱
人群中未婚、再婚和离异比例相对
于60周岁以上人群高出许多，再婚
人士比例 5 年 间 从 8.24% 增 至
10.46%，呈现小幅上升趋势；离异
人士比例逐年上升趋势明显，从
7.53%上升到11.82%。

立遗嘱不再是老年人“专利”
■本报记者 姜凝

本版照片由中华遗嘱库提供

离婚离异是订立遗嘱“刚需”人群

“安心都护”服务解决独居老人照顾问题

中华遗嘱库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北京阳光老

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自2013年3月21日启

动，为年满60周岁、家庭财产不超过一套房的市民提供免费

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服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不仅可以

享受免费办理遗嘱咨询、遗嘱登记、遗嘱保管等服务，而且每

一份入库的遗嘱还可以通过免费的录音录像、人脸识别、指

纹存档、密室登记、专业见证、保密保管、司法备案等程序，来

确保遗嘱的效力。

以遗嘱方式处理财产不乏年轻身影

据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介绍，中华遗嘱库项目
至今已走过9个年头，目前已经在全国设立了60多个服务
中心，登记保管了23万余份遗嘱，为34万余人提供遗嘱咨
询服务。“从数据上看，立遗嘱人不断趋向年轻化，立遗嘱
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步下降至68.59岁。”

“80后”

22名
“90后”

3名
“00后”

2名

619名

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数据显示

60岁以下市民订立遗嘱

随着社会发展、遗嘱观念的普及，越
来越多的市民对遗嘱这件事不再避讳，
选择到中华遗嘱库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
遗嘱，用遗嘱这个法律工具来妥善处理
个人财产。而且，立遗嘱不再是老年人
的“专利”。近些年来，在中华遗嘱库订
立遗嘱的群体中，已经出现不少年轻人
的身影，且每年呈现增长趋势。据统计，
订立遗嘱的年轻人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
“无法确定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如果什
么都没说就走了太遗憾。”

今年中华遗嘱库首次公布了“00后”
遗嘱数据。根据数据显示，2020 年至
2021年的立遗嘱人群中，“00后”共有223
人，近一年增长了14.42%。此外，“90后”
订立遗嘱的人数表现出每年稳步上升的
趋势：截至2021年年底，“90后”立遗嘱总
人数达1204人，比 2020年增长了8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中华遗嘱库订
立遗嘱的“80后”共有1986人，“80后”的
遗嘱保管数量从2017年的73份上涨至
2021年的982份，5年间增长近13倍。

“80后”遗嘱保管数量

5年间增近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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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评估场景

▲遗嘱登记场景

▲遗嘱宣读场景

▲市民咨询场景

提供遗嘱预

约、咨询服务

3.3万人次

生效遗嘱

634份
登记保管遗嘱

近3万份
收到幸福留言卡

5067张
幸福留颜照

4272张
微信遗嘱

3171份

▲截至今年7月31日 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数据

�市民签字确认

68.59岁

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下降至

77.43岁

订立遗嘱人群

已婚占比达7成

数说

中华遗嘱库天津服务中心

7年3万市民订遗嘱

▼

荧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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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频道

文艺频道

18：15 女人如花（8、
9、10）

■白玉萍心情沉重地
回到家中，却发现连日来
为她奔波的母亲已经没有
了呼吸。在白母的丧礼上，
因为白家没有男丁，老瘪主
动站出来给白母打幡，来送
别白母。众人惊讶又敬佩，
白玉萍也感到一丝暖意。
莫笛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赶
了回来，带回来的却是周远
方自杀身亡的噩耗。白玉
萍来到周家，希望能得到周
远方的遗物，却又一次被悲
痛的周母痛斥。万念俱灰
的白玉萍割腕自杀，幸好被
救了回来。

都市频道

21：00 母 子 连 心
（20、21）

■白玉决定暗中与道
哥联手，她私下将古柏度
的相貌及原工作单位等信
息传给道哥，毫无防备的
道哥将这些信息告知柳佳
佳，进而使资料落入杨二
宝之手。于是，在道哥带
领张力等人驶向维汉市寻
找古柏度时，杨二宝一伙
早已提前上路。潘大龙也
想找到生父，他来到杨家
试图质问杨二宝，却发现
杨二宝在日历上记录下的
古柏度的信息。潘大龙预
感杨二宝此行将对李贞极
为不利，虽然怨恨母亲，但
毕竟血浓于水，他仍将这
一情况告知了李贞。

天津卫视

19：30 运河边的人们
（9、10）

■路长河提醒梁子言
应注意集资的事，但并没
有引起梁子言的警惕。转
眼3个月过去了，这天恰
逢梁子言的生日，路长河
和乔雨都买了蛋糕等她回
家。梁子言正准备下班
时，发现有人来公司讨债，
她先是一头雾水，很快真
相大白，原来谢岩打着改
造古街的幌子，将募集到
的工程款全部装进腰包，
卷款潜逃。警方迅速介入
调查，梁子言欲哭无泪，作
为法人被羁押。

21：20 你看谁来了

■本期节目邀请到75
岁的歌唱家李元华。李元
华1947年生于上海，中国
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代表作品有音乐故事片《北
斗》，电影京剧《龙江颂》《海
港》，歌剧《白毛女》等，被媒
体誉为“东方夜莺”。在歌
唱事业以外，李元华还身兼
制作人、策划、导演、演员等
不同角色，同时在歌剧影视
化、中华诗词音乐化等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天津卫视（101）

19：30运河边的人们
21：20 你看谁来了
天视2套（103）

18：15 女人如花
20：30 艺苑现场
天视3套（104）

19：00 飞哥战队
22：00 特战英雄榜
天视4套（105）

18：05 家居大变身
21：00 母子连心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19：00 番茄生活王
21：00 生活黑科技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