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律所律师服务，为有法律问题、寻找法
律帮助的读者和当事人服务。搭起桥梁，是
我们的责任。

帮律所拓市场扩影响找人才推活动，帮律
师增名气寻案源对接市场，帮当事人解难题
平纠纷赢官司，帮读者解疑释惑明法理。做

好媒介，是我们的使命。
《法治服务》版诚征合作律师、合作律所，

欢迎读者和当事人咨询。
您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联系我们：
咨询热线：0371-86178091、86178097
法制报律师服务QQ群：160810599 您有问，我必答。

官方微信 法治河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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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刑人员离婚

网友“金平”：我老公在监狱服
刑，我想离婚，该怎么办？

答：根据我国《婚姻法》的相关
规定，对方是服刑人员的，离婚可
以采取协议离婚和起诉离婚两种
方式。如果选择起诉离婚，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
“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由原
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
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
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
定，你可以向你居住地的基层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记者 尚迪）

●遗产继承

网友 R210301036205：我 是
父亲抱养来的，在单亲家庭长大，
是独生子女，现在已经出嫁。今
年，父亲因病去世，父亲的弟弟，也
就是我的叔叔说我已经出嫁了，不
能继承父亲留下的房子。请问我
能继承吗？

答：《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
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
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
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
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
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
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
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
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据此，你虽
然是养子女，但和婚生子女一样属
于第一顺序继承人，你叔叔是第二
顺序继承人，在你父亲没有遗嘱的
前提下，你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如果愿意继承你父亲的遗产，你叔
叔是无权继承的。（记者 尚迪）

年轻律师找对象，难

“律师在刚入行的几年里收入低，在婚姻
市场里没竞争力，处于资本弱势。等混出头儿
了，能赚钱了，大多已经30多岁，不再是合适的
婚配年龄，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年龄弱势。”在某
法律研究所从事法学研究的分析员认为，是律
师这个职业的特点给大部分年轻律师找对象
带来了一定困难。“一般来说，律师头三年基本
属于积累案源和学习阶段，收入低，工作性质决
定没有多少私人时间，工作量比较大，应酬也比
较多，还要经常出差，甚至做调查时还会有危
险。”这让大多数女生可能觉得“不顾家”，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正常恋爱。

“所里的年轻人大多数的确是单身，事
儿太多了，经常忙完就过了饭点儿。”河南君
志合律师事务所的彭亚杰律师说，她身边的
几个男同事整天都忙得不见人影，很少有女
孩子能接受自己的男朋友整天“玩失踪”。

女律师找对象，更难

“身边的几位大龄女律师，的确存在有
困难。”张文说。他分析了几个原因：一是女
律师做诉讼的，一般都比较强势，很多男士
敬而远之，怕“hold”不住。二是女律师的权
利和义务意识很强，可能在家庭琐事中不想
吃亏。“女律师的眼光比较高，特别是公司法
务的，她们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企业高管，收
入相对也较高，对另一半的要求也会很高。”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志远表示
了对女律师这个群体的理解和支持：“女律

师难找到对象可能是因为她们的强势、理性、洞
察和精明。作为一个律师，她们必须和各种人
打交道，强势才不会吃亏。法律人是理性人，这
是毋庸置疑的，成为她们的男朋友，要接受她们
的洞察和精明，对一些男性来说，这不是很容易
做到的事。”

采访中，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刑辩律师
李女士说起了自己的相亲经历，一脸无奈：“刚
见面双方的印象还挺好，可是聊着聊着对方就
坐不住了，最后总是不欢而散。我觉得自己的
口才挺好，可是有人说和我说话太累，因为我总
喜欢问‘为什么’。”她在郑州一家知名律所上
班，典型的女强人，至今单身，她形容自己的生
活：“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

“律师工作要求严谨，尤其是在语言表达中
要精确，因此大多数律师都比较严肃，不苟言
笑。”李女士分析，律师在工作中养成了思维缜
密、说话严密的习惯，在生活里也是这样，聊天
的时候也经常用书面语，有时候还非要指出对
方语法、用词或者逻辑错误，让人感觉好像在谈
工作。”对于这个榜单，她虽觉得很愤愤不平，但
也很无奈。

律师找对象，到底难在哪儿

“这排名不靠谱。”记者刚把榜单给马文龙，
他就直截了当地表明观点。他是河南良善律师
事务所的实习律师。“我们所里有十几个律师，
基本都结婚了。少数没对象的也是由于个人原
因，跟职业关系不大。”他介绍说，自己也是单身
一族，主要是工作太忙，没有多少社交时间，“找
对象这事儿得靠缘分，不是说你做律师人家就

肯定不要你，也不能说你只要工作稳定就肯定
不会单身”。

深圳创凯律师事务所的张文律师持同样
观点。“我觉得男律师找对象挺好找的。既能
言善辩，又穿戴精神有气质，绅士风度十足，很
容易招女性喜欢。”他所在的事务所有50多名
律师，“已婚的比较多，大多数是和我一样的外
地人还在单身”。他分析，地域原因是大多数
人单身的主要原因。“一般法治环境好的地方，
都是大城市，大城市的房价、生活成本高是必
然的，婚恋年龄相对也会比较晚。”

广州某律所的孟伟律师说，律师这个职
业带有一定的“神圣”色彩，一般人可能认为
律师“天性执着、较真，近乎不讲情面”，避之
唯恐不及。“我们这个行业虽然外表挺光鲜
亮丽的，但所接触的人一般都是客户，存在
利益关系，所以一般很难与人深交。”孟伟
说，“加上律师或多或少地都接触过离婚案
件，对爱情和婚姻的憧憬比一般人看得要透
彻，所以步入‘围城’的相对要少一点。”

婚介专家：特殊职业对找对象确有影响

回顾这“中国11大光棍职业”榜单，作家、歌
手、主持人、律师、记者、空姐等看上去“很体面”
的职业纷纷上榜。

针对这一现象，郑州某婚介所的董治丽主
任称，从目前婚介市场的情况来看，最不受欢迎
的女性职业应该是护士和律师。护士太忙且常
加班，律师总让男性敬而远之，感觉太强势缺乏
情趣。最受欢迎的女性职业是公务员和大学教
师，终究还是以稳定、顾家取胜。

律师入围“中国11大光棍职业排行
榜”那么问题来了

□记者 董景娅

律师“脱光”
难在哪儿？

男性不育症临床表现为副性征不典型及房事频繁使
男性功能障碍，阴茎短小，小睾丸，不育症，常伴有肝肾虚
亏，头昏脑涨，记忆力差，失眠多梦，出虚汗，脱发，尿频，
耳鸣；因小睾丸，小阴茎致使睾酮不足，内分泌失调，精少
活力弱致男性不育或喉结扁平，无胡须，骨骼肌肉不发
达，视力下降，嗅觉减弱，乳腺发育，缺少男子汉气魄。对
各种原因引起的阳痿早泄，前列腺炎。杨主任用获国家
发明专利号：00115984.4 系列药方，使你尽快恢复自信。

男性生殖腺发育不良症

地址：郑州市东明南路48号郑州欣奕中医院
电话：0371-66341566 66338916 13603714806

集装箱船员80名，55岁以下，体健，年薪
15-25万，带薪年休三个月，签合同，办保险，
包吃住，免费办证即上岗。025-85509006

南京吉泰船舶急招

招 聘

招 商

联办儿童玩具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2.5元，每人日获利100-130元，签
合同，交合作费780元,完成五千个产品
此款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
付管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行政学院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文老师）

我厂加工丝带绣、珠绣、汽车沙发坐垫
等，现寻求女工并联营办分厂。我厂免
费提供原料和技术，上门送货，收货。
现金结算加工费，每人每天可挣
100-130元，牵头人每月可得管理费
1-3万元。可预付加工费，合同期1-5
年。可法律公正。郑州华美工艺品厂。

在家也能挣钱

电话：13213079939 0371-56708823
郑州火车站乘996、32、B20路车到刘庄下车即到。

诚信要账
定位婚调 事成收费

18538081119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

续都严格进行审查，但不敢保

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有信

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客户

交易前请审验相关证明文件

和手续，签订有效的法律合

同，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

法律责任的依据。个人征婚

栏目内信息，双方请自行审验

相关证件，未确定合法关系

前，不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

情纠葛。因本栏目信息导致

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治皮肤顽癣好付款
13373937377
专家医院纯中药治疗

148
元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法律服务

医 疗

13083690367

凯胜
教育

2015研究生考前辅导
冲刺班、协议保过班

招 生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最 新 活 动
1×3.8cm，包月每块400元

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大于3×3.8cm，包月每块1500元
2×3.8cm，包月每块800元

清债/婚查

0371-55176666
调查取证找人
收购欠条

声明公告

●李忠英，2003年 10月取得
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证书（证
书编号：0051865，于 2013 年
12月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向阳，警官证不慎丢失，警官
证号：4101292，声明作废。
●郑州鼎锋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不慎丢失，证号：
410182000030143，声明作废。
●郑州智尊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4101
05599141634），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证号：599141634），
以上证件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中电华通通信有限公司郑州
市网络家园常庄店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安全审核合格证
不慎丢失，证号：郑公信监字第41
010210000114号，声明作废。
●郑州点石房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收据丢失，收据号码：0016
181-0016210，声明作废。
●宜阳县顺达装饰有限公司组
织机构代码证正本遗失，证号：
08748360-6，声明作废。
●虞城县丰业养殖场营业执照
正本遗失，注册号：411425000
012126，声明作废。
●原公司名称：郑州市樊波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4910027511601，
机构信用代码证：G10410103
02710110T均丢失，声明作废。

军测老军医杨玉峰主任，独创
“溶石排石专药”主治：肝、胆、
肾各种结石，胆囊息肉、囊肿。
疗效确切，以B超为证。

地址：乘1、T5、K9、38、59、63、221、216、321、
K963到郑州测绘学院下车，门诊部二楼结石科。

电话：0371-67930038 网址：yyf120.net

结石
●芦留群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9
2219620307531343，声明作废。
●李新枝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319660904084543，声明作废。
●李英芝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13
2219830928256x43，声明作废。
●张保申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3193807086410，声明作废。
●张清宣残疾人证遗失，证号：4127
27195801172638，声明作废。

●虞城县东信工量具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425100001737,声明作废。
●高岭位于封丘县南环路路南的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证号：封私登
字第2010-0037号，声明作废。
●偃师市李村镇陈强窗帘门市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381600099946，声明作废。
●郸城县三义种植专业合作社
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号：092276
644）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郸城县志强种植专业合作社
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号：092276
732）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今天是11月11号，被网友戏称为“光棍节”。前几日，
2014年“中国11大光棍职业排行榜”揭晓。作家、歌手、主
持人、记者、空姐等看上去很“高大上”的职业纷纷上榜，引
发网友热议。律师一个个能言善辩，“脱光”真的很难？记
者随机走访了几位律师，听听他们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