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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因为爸爸肚里也有个小弟弟了！”
!!!!!!!!!!!!!!!!!!!!!!!!!!!!!!!!!!!!

!!!!!!!!!!!!!!!!!!!!!

温暖家庭的背后，都有一个温暖爸爸

68岁时，心平（化名）带着老伴去新西兰
旅游，没有跟团，没有导游，这是老两口第一
次出国。异国他乡，3个月，路牌上写的都是
ABC，心平笑笑说，上大学时的英语底子还
在，恶补了一阵，没想到还挺顶用。做攻略，
复习英文，调试单反……为了让老伴尽情享
受假期，他事先做足了功课。什么是大丈夫？
心平觉得，就是能扛得住事儿，能替家人分
担。

!插句嘴!欧阳剑一心想娶年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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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娇妻"老丈人乍听火了"自己女儿也

搅局"搞得相爱容易相守却难# 可哪有霸男

扛不住的事儿" 搞掂了老丈人再搞掂女儿"

最后一关小娇妻"通通搞掂"自然水到渠成

啦# $

白马王子一般的存在感，八块腹肌，笑
起来迷人……网络上男神的标准泛滥成海，
每个人心目中的男神不一样，但无外乎是明

星或是名人。然而，心平的子女常说，爸爸是
自己心目中的男神和“全能超人”。
心平这个“全能超人”，是家里御用的理

发师，是电工，是木工，是水暖工……孩子上
学时，头发都是他来理；买回来的油烟机风
力不够强，他就自己买零件、找材料，做了一
台；烹饪是他的软肋，他就向老婆讨教，从网
络上学。现在，小孙子特别爱吃他做的菜，是
他的头号“吃货粉”。

记得一档电视相亲节目中" 一个男孩向一个女孩

表白"结果遭到了拒绝"一旁的另一位女孩却向这个男

孩主动表白"主持人的一句话最终点醒了他%你追的是

女神"你应该回到现实中来# 结果这个男孩和表白女孩

成功牵手#

前几天" 我们在微信上做了这样一个小调查%&你

爸是你男神吗' 如果不是"你心目中的男神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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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左右的女性回答了这个问题# 把

爸爸当作男神的只有
%

个人) 大部分女性心目的男

神" 都是偶像明星或者他们饰演的角色" 约翰尼德

普*李敏镐*贝克汉姆*金城武*都教授++不少人表

示"男神太多"数不过来"也有人说"人生的每个阶

段"心目中的男神都不同#

有人说" 如果女性心目中的男神是偶像明星或

者是经过包装过的明星的话"那她一定充满幻想"幻

想那个梦中的男人能满足其心中渴望的完美# 可幻

想毕竟不是现实" 许多是可望不可及# 现实中的男

人"就像大部分女性的父亲一样"缺点不少"可平凡

又真实#

都说父爱如山"男人当成为&爸爸("男人的爱或许

只有自己才清楚"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可一个温

暖的家庭背后"都会有一个温暖的爸爸#

神生活在天上"人生活在地上# 女人如此"男人亦

如此#

今天，8月8日，爸爸节，也被称作为“男子节”。
爸爸有爱，爸爸在成长，8位常州爸爸和准爸爸的真实而平凡的故事，书写着“男人”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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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视的
黄金档，家庭

生活剧可算是
你方唱罢我登场。

从《大丈夫》到《我爱男
闺蜜》，从《爱的多米诺》

到刚刚结束的 《爱情最美
丽》，掌控着家庭主妇们手中的

遥控器。吸引人的，不仅有接地气
的剧情和台词，还有每部剧中的
一位男主人公。从王志文到黄
磊，从于和伟到张国立，这些
响当当的老戏骨，在各自
剧中以其特有的经历，诠
释着一个称作为“爸
爸”或“准爸爸”的男
人对爱和成长的理
解、关怀，让人不
由自主地跟着
他们一块儿
悲一块儿
恨 ，一
块 儿
喜

一
块 儿
乐。

今 天 ，8
月 8日，爸爸节，
也被称作“中国男子
节”。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成
家生子是成长中一个经历，必须
的。爸爸，这个称谓从此陪伴着这个
“男人”一直到老；爸爸，这个称谓
也成为家庭在成长和爱的延续
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你的爸爸是萌男还是
霸男，你的爸爸是潮男还
是暖男，8位常州爸爸的
小故事今天登上“纸荧
屏”，你会发现，他们
的一举一动，不经意
间和电视剧中那些
男人们的故事惊
人相似。一起来
感 受 现 实 版
的关于男人
的爱和成
长吧。

萌男

作为一名受传统教育长大的 60后，
“萌”这个字，怎么会跟大路（化名）沾上边？但
是在老婆和儿子的眼里，他可绝对是萌汉子
一枚，那种天然的呆萌，常让人哭笑不得，却
又不得不叹服他的可爱。
话说上个双休日，大路的老婆在家忙着

拖地，为了凉快，一头长发扎成了冲天辫，正
挥汗如雨之际，大路赞叹道，“老婆，你真佬看
年轻的！顶多也就三四十岁！”老婆一听却火
大，她本来就只有40岁出头！大路眨巴着
眼，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真诚地说，“那么就
34岁吧，真的不能再年轻了，咱们儿子都18

岁了，你要是没有34岁，横竖是生不出这么
大的儿子的！”
大路的老婆爱看韩剧，这天正看得投

入，两汪感动的泪水已经”蓄势待发“，此时但
见大路走到电视机前，张牙舞爪，做出蜘蛛侠
的动作，“老婆、老婆，你快看看我啊！”“扑
哧———！”本来快掉下来的泪水，硬生生被他
逗了回去。
再话说两年前的伦敦奥运会，大路看到

中国队获得了金牌，他一把冲进房间，将睡
得正香的儿子拎到客厅电视机前，“升国旗
了，你快给我站站好，严肃点！”1.8米的儿子，

被 这
无厘头的
老爸弄得
哭 笑 不
得。

!插句嘴!女儿

和丈母娘看电视"马锦魁却戴着耳机哼起了歌"虽然并不

中听#原来"相亲路上的一点点小进展让他乐不思蜀#当

然工作没得说的"校长搞不掂的事"他这个已经离岗的体

育老师一顿苦口婆心"愣是劝服了家长# $

!

《爱情最美丽》中的马锦魁，独自抚养女儿长大的单身老爸
《爱情最美丽》中，张国立扮演的马锦魁是一名中年单身老爸，独自抚养女儿长大（最后才揭晓"女儿非他亲生），

为了女儿婆家的要求，踏上了不断相亲的道路，虽历经波折，最终以他的善良、幽默和安全感，觅得了属于他的幸福。

男人必须表面很爷们很严肃，内心必须只关心国际政治、国内大事，不然就不够男人味？错，男人也可以萌萌哒，所谓“萌
男”是也。这一款男人，对于自己的萌，浑然不觉，自然天成，因为天然呆、天然萌，在女人和娃的眼里，反而凭添了几分可爱。

书生（化名）老婆的微信上，有关书生的
传说很多，真是茶余饭后的必备段子。
“书生说：别把头伸到窗外，有闪电！我：

我又不是坏人，闪电劈不到我！书生：可是你
是坏人的老婆！”
就是这位萌书生，给学生上课时一脸

“正义”，回到家中立刻变身小可爱。最近因
为老婆怀孕了，书生要当爸爸了，他与大肚
子妈妈，与小宝宝之间的萌段子也多了起

来，还是参阅书生老婆的微信：
“最近书生胖了，他指指自己渐渐凸起

的啤酒肚，对着我肚里的小番茄说：小番茄，
你知道爸爸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吗？因为爸
爸肚里也有个小弟弟了！”
（插句嘴!马锦魁挺爱孩子"面对怀了孕

的相亲对象他牛劲上来了"当然这可是他作

为一个男人的担当和爱的表现哦# $

“书生平时最喜欢边摸着老婆的肚子，

边对宝宝说：小番茄快出来嘛！但是上个月，小
番茄突然有了要提前降生的征兆，这可把番茄
妈妈急坏了，直怪都是书生说多了惹
的祸。结果这货就换调调了，他现在
说：“小番茄，我知道你很仰慕爸
爸，因为爸爸很帅，
但是你不要着急，你
还是先在妈妈肚子
里待一会儿！”

“就 34岁吧，老婆，你真的不能再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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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男

“娶得了我就娶，娶不了我就抢！”这是电视剧《大丈夫》里王志文饰演的大学教授———欧阳剑“霸气侧漏”的抢亲台词。不要被这“土匪”口气吓跑，婚后妻子家里
大事小事不断，可都靠这位“大丈夫”一一摆平。这个“大丈夫”并不只是年龄大，更胜在为人处世有担当，即使要和“都教授”拼一把，那也是完全不落下风。

韦智（化名）是典型的“黑面神”，工作上
说一不二，常常还有暴走的节奏；在家里，
“冷血怪”、“僵尸脸”……这些不可爱的称
号，都是韦智的女儿给他贴上的标签。
女儿1岁多的时候学走路，跌倒了，再

哭再闹，他也从来不扶，老婆看不下去，他也
只是冷冷地甩一句：“自己不学会站起来，以
后别人扶她一辈子？！”
女儿18岁之后，上大学选什么学校、读

什么专业，毕业后找什么工作，待哪个城市
……韦智从来不做她的主。“她是个成年人，
有选择的权利，也必须学会对自己的选择负
责。”韦智说，生活上的技能和细节，他很少
会去面对面地言传身教，大多是让孩子在磕

磕碰碰中自我成长。
!插句嘴!前妻来了"要带走从小带大的女儿"欧阳剑从拒绝到让

步"很快度过了心灵的成长期和释放期"毕竟是熟男"霸男
"

熟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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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黑面神”只是这个大男人不善言辞
的面具。女儿在外地工作，微信、QQ是母女
俩每天的聊天必备工具，对于这种“高精
尖”的聊天工具韦智完全一头雾水。但是看
着自己逐渐被母女俩“冷落”，“黑面神”也不
淡定了，找来公司里的年轻员工，装上了微
信，学会了给女儿发语音，即使是短短的“天热
了，多注意休息”、“周末没事就回家”……朋友圈
里看到的养生帖和生活小贴士，他也开始跟老婆和孩子
分享，让家人看到了“黑面神”温情的一面。

男人，无论是以父亲还是老公的身份，似乎在他们身上加上了勇气，节操，靠谱，敢承担，就平添了几分“大丈夫”的
霸气。其实，男人最大的魅力，就是他的成熟和睿智，无论对于萌妹子还是女汉子来说，都是没有抵抗力的。

《大丈夫》里的欧阳剑，不只是年龄大，更胜在有担当

书生"走在&奔三(的路上"大学老师

大路"

%"

后"银行客户经理

自己不学会站起来，以后别人扶她一辈子？
韦智"

#$

岁"私营业主

哪有“全能超人”扛不住的事儿
心平"

&$

岁"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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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的霸男

现实版霸男

爸 爸

准爸爸

剧中的萌男

现实版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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