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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 微博
成都一高校 43人的班
级，出现了 15对情侣，毕业
之际 在重 庆一 景区举办集
体婚礼，其中 8对还领取了
结婚证。
5月 21日，这一堪称奇
观的现象在微博上爆出，在
随后 数天 时间 成为全国各
大媒 体和 微博 用户关注的
焦点，公众的惊讶、祝福、调
侃以及对婚姻的讨论，一度
将这 场特 别的 婚礼推向了
热搜榜单。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

火爆的婚礼

@第一财经日报

43人毕业班 15对成婚？

全都是演员！
43人毕业班 15对情侣办集体婚礼

据网上文章称，婚礼现场的新郎、
新娘们，是来自成都一高校工程造价
管理专业大四毕业班的 1
5对情侣。文
章中还提到，班长是这次集体婚礼的
策划人，
也是新郎之一。
次日，部分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
中透露了更多的细节，这 1
5对同班的
情侣，已经有 8对领取了结婚证。随着

疑点重重
5月 2
3日，
自称婚礼策划人的班长
表示，
“这是我自己策划的活动。”而对
一个班上 4
3人成就了 1
5对情侣这一让
人不可思议的现象，
对方称是因班上的
同学关系一向比较团结，
彼此间也有缘
分，
“每对情侣遇到矛盾时，
我都会帮他
们协调，
也经常带着大家搞集体活动。
”
对方将疑问全部往自己身上揽。
这位班长特别提到，不愿说出学

展开调查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赚足眼球的
集体婚礼，
存在不少值得怀疑的细节。
记者用班长给的这位同学的电
话，添加了其微信，这位名叫刘光涛
（化名）的男生在个性签名一栏，注明
为“去哪耍，
专注青年旅行特卖”。
刘光涛目前在成都创之道科技有
限公司任网络主管，就读于乐山师范

媒体的报道，这条消息开始在网上如
病毒般散播，阅读量在短短 3天内就接
近9
0
0
0万，登上了微博热搜榜单。然
而，所有当天转发的消息中对这些毕
业生的学校和婚礼举办地均没有详细
提及，只表明是成都一高校和重庆某
景区。
不过在 5月 2
2日，重庆一本地博

主“重庆校园君”在微博中提到，婚礼
举办地为“重庆金佛山景区”。随后，
此消息在被持续转发中，
“ 金佛山”地
名开始频繁出现。一家简介称做青年
旅游特卖的成都创之道科技有限公
司，在其官方微博“去哪耍旅行”上，也
转发了这一消息，并一连@了多家新
闻媒体和成都本地的知名微博。

不敢提学校怕被处罚
校的原因，是考虑以前他曾组织同学
包车出去搞活动，被学校处以警告处
分，他担心这次又被学校发现。
“ 我毕
业证还没拿到呢。
”
班长拿出了多张婚礼当天的照
片，包含集体婚礼的场面以及他和女
朋友相拥的场景。随后，他通过微信
给了记者一个“参加了婚礼，并已经领
证”
的同学的电话号码。

这位同学称“在前几天已经领了
结婚证”，但无法说出领证的日期，并
称还没有把领证的事告诉父母。对全
班4
3名同学成就 1
5对情侣一事，他解
释说班上男生比较宅，很少和班级以
外的女同学接触，
“而我们班的女生长
得还可以。”自始至终，这位同学都不
愿提供自己领证的任何证据，但在无
意中说出了班长李飞的名字。

“同班的情侣”是演戏
学院市场营销专业，2
0
1
7年毕业。而
在其微博的一张有成都创之道公司名
字背景的合照中，
出现了李飞。
乐山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
院网站上一篇文章中提到，李飞为该
院2
0
1
2级材料专业学生，目前担任成
都创之道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他
的朋友圈中有女朋友王雪的照片。王

雪资料显示，
她就读于西南交通大学。
据此，以上 3位参加了金佛山集体
婚礼的人，并非成都某高校毕业生，更
非来自同一班级。
王雪在微博上回复关于集体婚礼
的评论时，也承认照片中的其中一位
新娘就是她自己，并称“这只是辉辉策
划的活动而已，
我是去配合演戏的”。

活动由公司策划
5月 2
6日，
“ 去哪儿耍旅行”在微
博中又发出了一篇对“班长”的采访，
再次推出景区宣传，同时借助“全班 4
3
人出了 1
5对情侣”这一话题对“去哪耍
旅行”平台以及创始人王建军进行宣
传，
并@了多家新媒体。
“去哪耍旅行”
青年旅行服务平台，
是成都创之道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
该公司成立于 2
0
1
5年。创始人王建军

承认集体婚礼是由“去哪耍旅行”策划
对李飞、刘光涛、王雪等人的真实
的，但坚称“这次参加婚礼的就是来自
身份，王建军并未否认，仍表示，活动
一个班级的情侣，
我们提供毕业旅行线
是真。
路，同时选择景区结合策划，满足景区
时隔一周之后，
“班长”李飞表示，
要求，
让客户高兴。
”
但这一说法显然与 “那些媒体的新闻又不是我要他们发
班长所说的
“自己策划，
自己联系景区” 的，我又没喊媒体来采访我，是他们自
不符。他也坦言，
李飞确实是公司产品
己来的。媒体来问我这些信息，我就
经理，负责活动策划，在公司就职已超
这样说了，
你情我愿。
”
过一年，
目前正准备结婚。
（文中刘光涛、
李飞、
王雪均为化名）

博览

【暗访德国有机奶场：工人
棒打产奶羊】暗访视频由 PETA
Ge
r
ma
ny
（德国善待动物组织）拍
摄自德国西北部一家有机奶
场。奶羊在奶厂遭受虐待，许多
羊营养不良，不治身亡，尸体被
丢弃在一旁。网友：可以想见外
国奶的质量不一定比中国好。
@被宠爱的猪仔：贬低外国
的 奶 ，能 让 咱 国 的 奶 变 得 更 好
吗？我们应该好好反思自己的
不足。
@善良欧琳琳：还是支持本
土产业吧，
不要崇洋媚外。
@CC王杰：源头可能不好，
但别人奶制品监管到位，至少没
有三聚氰胺。

@成都商报
【外卖小哥给儿子送了一次
餐，转身后落泪了】饿了么上海
市海伦路支队骑手陈占魁，是两
个孩子的父亲。因为工作，他很
少能陪伴家人。儿童节那天，他
决定给 1
4岁的儿子送一份蛋糕
做礼物，这是他第一次到学校来
给孩子送餐。当孩子说爸爸辛
苦 了 后 ，他 回 过 头 忍 不 住 落 泪
了。
@Chi
n_wook：
生活不易。
@ 王 嘉 林 Har
dwor
ki
ng：还
记得有一次一个送外卖的叔叔
年龄跟我爸一样大，花白头发。
走 的 时 候 他 说 了 一 句 ：用 餐 愉
快！我愣了很久很久。
@小青菇凉 xx
q：不管怎样
的工作都是值得尊重的。你尊
重别人，
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新安晚报
【情侣入住佛山一酒店 发
现针孔摄像头正对床】最近，一
对到佛山旅游的情侣在一家快
捷酒店里发现了一套暗藏在墙
壁上的偷拍设备。起初他们察
觉一个网线插口看起来不对
劲。这个网线插口比平时的插
口大一些，仔细看就能看到一个
摄像头，摄像头正对着床。他们
立即报了警。
@伯仲山河：为什么不曝光
是什么酒店啊？
@不吃鱼行吗：原来网上那
些资源都是这么来的，
厉害了。
@有只金毛叫糖糖：以后入
住酒店要不要考虑买个头套？
至少看不见脸不是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