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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经过公证的遗嘱中将名下
房产留给了几位子女，却唯独没有留给三
女儿杨晴的份额。杨晴于是将几位兄弟
姐妹一起告上法庭，却被法院驳回。父母
是 否 有 权 利 完 全 剥 夺 某 位 子 女 的 继 承
权？审理本案的通州法院法官告诉记者，
从法律上讲，老人不管要将遗产留给谁，
都是他本人的自由。而公证遗嘱有很高
的法律效力，除非在程序中出现瑕疵，或
者立遗嘱人受到威逼、胁迫，几乎不太可
能被推翻。

三女儿起诉公证遗嘱是长兄操
纵的

2005 年 6 月，杨晴的母亲包某在遗嘱
执行人章某的陪同下来到长安公证处，在
一位公证员和一位公证员助理的面前，在

《遗嘱》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遗嘱》中明
确写到：包某拥有通州区通惠南路某小区
的 424 号房屋。这套房产是她的个人财
产，其丈夫杨某已经去世，她本人未再婚，
房产也没有争议、抵押、查封、冻结、担保
等情况。遗嘱中说，这套房子当时尚不能
出售，如果在去世之前，房屋依然无法出
售的话，那么就将它留给除杨晴之外的另
外三名儿女，但假如去世前该房产可以出
售的话，那么就由她本人自行出售，这份
遗嘱将不产生效力。

之后，长安公证处为包某出具了《公
证书》。

到包某 2015 年去世的时候，房屋未能
出售，于是这份公证遗嘱发生了效力。被
剥夺了继承房屋权利的杨晴很快向法院
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遗嘱内容违法、无
效，要求按《继承法》继承遗产。

起诉书中，杨晴说，其母包某当时已
经临近 90 岁，从未读过书，也没工作过，
一直是家庭妇女。当初做了这份公证遗
嘱，也是在长子杨甲的操纵、欺骗、诱导之
下进行的，其他弟弟妹妹都不知情。一家

人争议的这套房子是杨父去世之后，原单
位分配的房产，以工龄职级享受的优惠价
格，面积约 120 平方米。

原告拿出的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
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
财产的函的复函》。被告上法庭的几个兄
弟姐妹当然不同意杨晴的意见。

双方争来争去，却被法官一句话挡了
回去：双方所述的《复函》已经废止，不能
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

若公证遗嘱是强迫欺骗所立可
被推翻

于是案子回到了《遗嘱》本身。
身为父母，能够完全剥夺某一个子女

的继承权吗？通州法院苑路佳法官说，根
据民法当中“意思自治”的原则，一名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有充分自主的权利
来处分自己的财产，不管要将遗产留给
谁，都是他本人的自由，旁人无权干涉。
但是，继承法同时规定，要给无生活来源
的合法继承人“留下必要的份额”，因此如
果真的出现了子女身有残疾无生活来源
却又被完全剥夺继承权的情况，法官有可
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某些调整。

此外，苑路佳法官详细解释了有关公
证遗嘱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所有遗
嘱当中，公证遗嘱当然是效力最高的一
种，其他任何形式的遗嘱如果和公证遗嘱
的内容发生冲突，都要以公证遗嘱的效力
为准。在我们审理的案子当中，还基本没
有当庭推翻过公证遗嘱。”

公证遗嘱完全不能被推翻吗？苑路
佳说，有一种情况算是例外。根据继承法
的规定，如果立遗嘱人是在受胁迫受欺骗
的情况下所订立的遗嘱，不管是哪一种形
式，都是无效的。

当然，想要在法庭上提交这种证据，
难度可想而知。苑法官提出了一个可能

会出现的情况：主张“公证遗嘱”无效的一
方，在法庭上拿出一段视频，被继承人明
确声称，此前所订立的遗嘱是在被蒙骗、
胁迫状态下，在公证处进行了虚假陈述。
如果存在这样的证据，法官将结合在案其
他证据进行全方位的判断，公证遗嘱在这
种时候，也有可能不被法庭所认可。

还有一种公证遗嘱可能被推翻的情
况，就是公证出现了程序性瑕疵。“比如
说，按照规定，公证必须是本人办理，不能
他人代办，若是出现了家人拿着委托书去
办的呢？这就属于程序问题。或者是发
现公证员并无相关的从业资格，这也会导
致公证瑕疵。如果发现公证遗嘱出现了
这些问题，当事人可以自己去找公证处或
者相关协会进行处理。”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重男轻女依然还
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社会问题。老人将财
产全部留给儿子，却让女儿承担生养死
葬、养老送终义务的情况也有出现。那么
对于这种“显失公平”的遗嘱，法庭又该如
何处理？

“ 如 果 真 的 是 女 儿 对 老 人 生 养 死 葬
了，最后发现遗产全都留给了哥哥和弟
弟，在法律上能够做到的，也仅仅就是让
这个女儿提供充分的‘生养死葬’的费用
证明，比如生前的就医、旅游，死后的丧葬
费等，法院会在死者的遗产中扣除这部分
之后再进行继承。”苑法官说。

录像证明立遗嘱时老母亲神志
清醒无人胁迫

杨家的案子并不存在是否重男轻女、
有没有人生养死葬的纠纷。双方的诉求
中也清楚地显示，原被告之间以及与他们
的母亲之间的矛盾并非始自这份公证遗
嘱，遗嘱仅是个结果。

庭审中，杨晴表示，争议的 424 号房屋
里面保存着一些图书和家具，这都是父母

的遗产。而被告一方却又拿出了 2007 年
包某的一份手书《遗嘱》，其中载明“要取
回被杨晴丈夫偷取的书。我的财产全部
由在世的其他三子女共同继承。”杨晴不
认可这份《遗嘱》的真实性，但承认她手中
的图书是父母的遗产，不过也没有将图书
的统计情况提交给法庭。至于她所说的
424 号房屋内的图书和家具，法院原本希
望组织双方共同现场勘查，但是被告一方
却又担心双方另起争执，拒绝杨晴进入。
双方争执不下，法院最后只好取消勘查计
划。

通州法院审理后认定，这套房子当年
的实际售价为 24000 多元，房屋所有权人
登记为包某。

法院调取了公证处为包某办理公证
时的录像和卷宗，显示了公证遗嘱的办理
过程。在此期间，包某神志清醒，反应正
常，具有一定的表达能力，能够正常交流，
会简单的读写。公证员根据包某提供的
手写遗嘱和她本人的意思表示，为她打印
了一份遗嘱并逐字逐句通读，在确定内容
正确无误后，包某签了字。现场录像显
示，她始终神志清醒，自述《遗嘱》内容是
其真实的想法，没有人逼迫。卷宗中还留
存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为包某
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载明：“神志清楚，
思维清晰，行动自如。”

法院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包某所
立《遗嘱》的效力问题。现有证据没有显
示购房款是从包某已去世的丈夫杨某遗
产中支付的内容，424 号房屋应认定为包
某的个人财产，也没有证据显示她立下公
证遗嘱的时候行为能力受限。杨晴所称

“母亲是在大哥私下操纵、欺骗、诱导下去
立公证遗嘱”的意见，没有提供相应的证
据予以证明。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杨晴的全部诉讼
请求。（文中案件当事人为化名）

据《北京晚报》

把遗产留给谁 是老人的自由

青海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中级操作员2000名，信息安全工程师2名，运营工程师5名，计划工程师10名，安全工程师5名 ，品质工程师 20 名，
机械工程师10名，工艺工程师10名，电气工程师5名，设备工程师 5名，研发工程师 4名，高级品质工程师15名，高
级工艺工程师4名，高级研发工程师10名，高级机械工程师2名，IE工程师5名，项目工程师 5名， 工程主管 1
名，现场工程师10名，生产主管 11名，储备科长10名，储备经理7名，消防队长1名，消防员1名，人事助理4名，环
境安全工程师1名，环境工程师1名，保安4名。15986969758、15529355403

力同铝业（青海）有限公司
机修工3名，天车工3名，操作工6名，质检员3名，
以上岗位缴纳五险，免费提供食宿18797189621

三江雪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销售主管、人事经理、人事/行政专员、运营
部运营督导、后勤安全主管、设计专员、导购/客服、景
区讲解员前台接待专员、收银员、市场巡查专员、市场
部文员、统计员、会计/会计主管、万达分店柜组长、
8865233、8865132、13897622941

青海世纪信通信息安全有限公司
1、业务经理5名，印刷操作工5名，2、文员2名，
3、工艺设计3名，4、机电维修1名，
5、生产调度1名，6、印前质检1名，
李女士 联系电话：15897146897 0971-8817052
崔女士 联系电话：18297212357 0971-8817052

青海顺丰速运
有限公司诚聘
1、收派员：30名
2、仓管员：3名
3、门店主管：2名
4、区域经理：2名
5、人力资源专员：1名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0971-6328759

青海天沐时科技
有限公司诚聘
一、实施工程师，2名
二、出纳，1名
三、给排水工程师，2名
联系人：张西艳 联系电话：13639780398

青海天圆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若干名；会计 1名；司机 1名；
联系电话：17697217999（郜主任）
保洁经理及主管各数名；保洁员若干名；保安5名
电梯部经理1名；电梯司机 若干名
工程队若干名；上接下送（布草）5名
洗地工3名；垃圾转运人员2名，夜班人员2名
联系电话：17697217888（刘副总）

青海沃玛亚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外贸专员 1名
2、唐道店 /黄金口岸 导购员8名任职资格
3、唐道店/黄金口岸 技术员2名任职资格
4、运营经理1名任职资格：
5、储备干部2名任职资格
联系电话：朱女士 18297113519
简历投递邮箱：1981369468@qq.com

青海西微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诚聘
1、客服专员，2名
2、猎头顾问，1名
2、总经理助理，1名
联系人：李鹏善 联系电话：13309712708

新千百盛购物中心
店长1人，导购5名，设计主管1名，客服专员1名，楼层领班3-5名，以上岗位试
用期均为1-3个月，福利：社保（养老、医疗、工伤、生育）8013555、6157755

青海铸玛蓝宝石晶体有限公司
操作工 20 名，检验员 5 名，辅助工 10
名，记录员5名，环保安全生产管理员
1 名，维修工 1 名，以上岗位试用期 3
个月，提供食宿，转正后缴纳五险。
0971-8296003、18797174041

旺旺集团西宁营业所
招聘岗位：销售精英（8人）联系人：张
所长 联系电话：15897146702

西矿建设有限公司
1.项目经理:2名
2.土建、安装造价师1名
3.强电工程师、弱电工程师：各1名
4.开发运营主管：2名
5.营销人员:2名
联系电话13897213421（魏琳）。

青海紫景鼎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招聘信息
招聘岗位：行政人事助理（专员）1名岗位职责
联系人：马女士15110980027

深圳大新昌投资·西宁大新仓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招商运营经理，3名，2、招商运营主管，4名3、人事主管，2名4、行政主管（兼司机），1名，5、结算会计，2名，
6、税务会计，2名，7、主管会计，2名8、出纳，2名9、收银主管，2名10、文案策划，2名11、活动执行，2名
12、平面设计，2名13、文员（招商部），2名，15、工程主管，2名，16、保安主管，2名17、消防主管，2名
18、维修工，若干名19、收银员，若干名20、防损员，若干名21、保洁员，若干名
联系人：柴女士联系电话：0971-8183329

西宁鼎尚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销售顾问：3人 ，平面设计师：1人，场布工程师：2人
有意者请电联朵先生：13389755587司总：15202517560

西宁凯斯达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代表/外派出差/销售实习生/储备
干部/区域销售主管/行政人事助理电
话：0971—6265030 17809827023

西宁商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绩效主管（1人）二、培训主管（1人）三、前台秘书（1人）
四、厨师：（兼职1人）五、物业会计（1人）六、给排水暖通工程师（1人）
七、精装修工程师（1人）八、成本经理（1人）九、土建安装预算员（2人）
十、保安（10人）
联系人：郭女士 联系电话：4513695 13897499218

青海福茵长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1 名，营销经理 2 名，前台接待 2
名，收银员2名，礼宾员2名，中餐预订1名，
传菜生5名，服务员5名，水洗工2名，会计
主管1名，以上岗位缴纳五险，提供食宿、带
薪年休假及工龄工资。0971-8062088

青海圣诺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文秘1名，法务1名，；会计4名，要求：本科及以
上学历、会计学相关专业、可接受应届毕业生；
市场营销5名，项目申报员2名，化验员2名，
联系人：李女士、联系电话：
0971-7661005 13997069428、

青海天汇翼林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诚聘
1、销售顾问，5名，
2、前厅接待，1名，
3、客服经理，1名，
4、行政专员，1名，
联系人：季女士联系电话：17697147309

青海西商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1、岗位：知识产权销售学徒10名 。
2、岗位：知识产权销售经理 3名 。
联系人：何经理 15500551323

青海尊峰商贸有限公司
全职招聘：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招聘招商专员20名
联系人：沙经理13893267691（同微信）

青海自由客户外用品有限公司诚聘
【岗位一：招商经理 1人】
【岗位二：人力资源专员 1人】
【岗位三：导购 15人】
【岗位四：库管 2人】
联系电话：18097239319 谈经理 15597490422 杜女士

青海天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置业顾问2人,2.融资专员1人,3.策划专员1人
4.行政前台1人5.安装工程师1人(储备岗）6.土建工程师1
人(储备岗）7.物业经理1名8.监控员4人9.保洁5人
10.客服2人11.维修工1人12.房地产会计1人
联系电话：0971-8243188 葛老师

天元瑞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通信工程设计人员
招聘人数：5名 性别：男性
办公室文员
招聘人数：2人 性别：女性
联系电话：0971-6149668、15500688988 联 系 人：李女士

西宁胜欧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房产经纪人40名2、店长5名3、房产客服2名，
联系人：王总 黄女士联系电话：15297190707 13369781941

西宁阿斯顿英语招聘
行政前台 6名 2000-4000
英语老师 5名 3000-5000
幼儿英语老师 5名 2500-4000
课程顾问/咨询 6名 2500-5000
信息收集员 若干
联系电话17793020431 8202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