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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享茂的婚宴原本定在 8 月 24 号。
日期已经看好了，福建老家的请帖也已
经发了出去。

但婚礼变成了葬礼。
苏享茂去世一天后，亲人和朋友在

他办公室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份叙述和
前妻从相识到离婚全过程的说明文件。

在这份自述的事件经过里，苏享茂
详细回忆了他和翟某欣 3 月 30 日相识第
一天至 8 月底几乎每一天的经历。

4 月 30 日，苏享茂曾带着翟某欣回
到福建老家。“她表现得很乖巧懂事，还
会扶着我妈妈走路，我家人对她比较认
可，给的红包总共有 7000 元。”

苏享茂的大哥大姐见到翟某欣之后
的感觉是：“事情来得太美好，不真实。但
是年龄大了也该结婚了。”

在福建待了一个星期之后，两人前往
三亚游玩。这期间，苏享茂在朋友圈发过
一次旅游的照片，其中有张翟某欣的背
影。

苏享茂在事件经过里写到，在三亚，
翟某欣提出在那边买房。买房时，完全由
翟某欣和房屋销售张岩岩通过微信进行
沟通。苏曾要求加入群聊，但翟以张岩岩
的普通话听不清楚为由拒绝了。

三亚之行后，两人又相继去了香港，
澳门旅游，购物。按照苏享茂生前列出的
消费目录，好友王冉算了一下，两人相处
的 40 多天里，一共消费 1300 多万，“平均
一天 30 多万。”

苏享茂在自述中写道，从澳门回到
北京后，翟某欣主动提议领结婚证，两人
商量后决定 6 月 2 号领证。领证前一天上
午，翟某欣告诉苏享茂，自己有过一段婚
史，并需要到法院拿离婚调解书。

两人因此发生口角，领证日期改到
了 6 月 6 号。领结婚证之前，苏享茂陪同
翟某欣到海淀法院领离婚调解书，并提
出看调解书的要求，翟某欣以隐私为由
不让他看，要看就给她 88 万。“我当时特
别愚蠢地给了。”他在自述内容中写到。

但看到调解书上男方姓名并不是之
前翟某欣说的那个人后，苏享茂提出当
天不适合领证。翟某欣“非常生气”，并说
由于要与苏享茂结婚，暴露了她以前的
婚史，而她以原本能请当警察的舅舅抹
掉这段纪录为由，向苏享茂索要 45 . 8 万

“我当时很糊涂，很愚蠢地都给了。”
苏享茂在自述中写到：“虽然领了

证，但是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我觉
得这个女人不简单。跟她相处总有一种
不自在和压抑的感觉。”

7 月 6 号，翟某欣以居住在 15 楼恐
高为由，提出让苏享茂把自己位于海淀
区西二旗的房子卖掉，买一处更大的房
子，否则就离婚。苏享茂最终同意离婚。
之后，翟某欣提出，要求苏享茂赔偿其精
神损失费 1000 万元，否则将举报他偷税。

一直到 7 月 18 日上午，苏享茂转给
翟 660 万之后，两人下午一起到朝阳区民
政局离婚。

“他做 App 是美国苹果公司的 App，
主要把 App 做了给中东的老外用，用完
之后苹果会在美国扣税，扣完税支付到
他的境外账户。相当于他一个中国人在
国外帮苹果开发软件，苹果给他支付酬
劳。”苏享茂的好友王冉曾告诉过他，只
要补税就能解决。“但女方每天威胁他，
他最后自己出不来了。”

离婚协议显示，男方同意将海南的
一处房产过户给女方，一次性补偿女方
现金 1000 万元。其中，首期支付 660 万元
整，已支付完毕。剩余 340 万在离婚后 120
天内一次性付清，每延期一天，赔偿 10 万
元违约金。

从 8 月底开始，翟某欣一直给苏享
茂发微信，催促他还钱。

“我资金链已经断裂，实在很绝望。”
9 月 7 日，跳楼自杀前，苏享茂在社交账
号上写道。

今年4月，苏享茂主动告诉王冉，自
己认识了一个女孩儿。三人约着周末一
块爬山。

王冉回忆，第一次见到翟某欣是在
爬山的时候。眼前这个女孩儿，身高一米
七左右，漂亮，家里有别墅，开着自己的
车；苏享茂身高一米六，长相普通，他觉
得“不对劲”。但苏享茂刚认识翟某欣的
时候，心情很好。

从后来的聊天中，王冉还得知，翟某
欣硕士毕业，父亲是大学教授。他主动问
翟某欣“喜欢小苏（苏享茂）什么”，女方
回答：“幽默。”这个回答让王冉更加坚定
了自己的想法，“他其实是一个沉默寡言
的人。”

自从见过翟某欣后，王冉一直旁敲
侧击地提醒苏享茂，他经常半开玩笑半
认真地说：“人家对你一见钟情，你也不
撒泡尿照照自己。”苏享茂沉默不语。

翟某欣居住的三层独栋别墅区位于

北京的东五环，该小区的独栋别墅市值
在千万元以上。

9月10日，行人来来往往，但翟某欣
家中大门紧闭。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确认，
该别墅登记的业主名为翟某欣。

居住在翟家对面的邻居回忆，去年
年初她刚搬过去的时候，邻居曾和翟某
欣的母亲短暂聊过一次，得知他们是山
东人。在邻居眼里，这家人平时不怎么说
话，很少与人交流和外出走动，母亲偶尔
会去市区帮女儿打理另一套房子。

在邻居的观察中，翟某欣的工作比
较随意，平时上班的时间很不确定。一年
多的时间里，邻居只正面碰见过四五次
翟某欣，但经常看到她开着显眼的白色
或红色的特斯拉汽车驶出小区。

据几名邻居回忆，去年年初，翟某欣
结过一次婚，三四个月之后这段婚姻结
束了。但他们并不知道翟某欣今年 6 月
结婚的事情，也从不知道苏享茂。

苏享茂和翟某欣都是婚恋网站世
纪佳缘上的VIP会员。此前，世纪佳缘
曾发布声明称，两人在该网站上已完
成实名认证。

世纪佳缘的相关公关负责人称，
两人于3月30日在世纪佳缘办公室初次
见面，见面后双方都表示相互有好感。

相识68天后，两人领了结婚证。领
完证之后，翟某欣在朋友圈发了钻戒
和结婚证的照片，并把结婚证发给了
世纪佳缘帮他们牵线的红娘。前述公
关负责人回忆，红娘当天的确收到了
翟某欣发来的结婚证。

苏享茂在自述中提出了自己关于
翟某欣信息的三点质疑：“1 .婚姻状况：
离异写成未婚；2 .年龄：86年11月写成87
年1月；3 .恋爱经历：不是她所描述那么
简单；4 .用世纪佳缘服务时间：后来得
知至少有3年的时间。”

在会员资料上，翟某欣填写的是
未婚。前述公关负责人回忆，她的户口
本上的确填的是未婚。她解释称，世纪

佳缘的注册会员都会进行人工审核，
并鼓励注册会员上传身份证、护照、港
澳通行证、驾照、单身证明、收入证明、
学位证、学历证、职称证、房产证等。并
称针对翟某欣也进行了这样的审核。

此前，世纪佳缘发布的声明中称，
“世纪佳缘会密切关注事态进展，并配
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不
过，前述公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警方尚
未找到他们调查相关事宜。

自杀之前，苏享茂曾把前妻翟某
欣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电话公布在网
络上。9月7日，有疑似翟某欣的微博发
消息称，“我已经在朝阳区黑庄户派出
所立案，属于刑事案件，对我进行造
谣，诽谤，人生攻击，曝光了我的身份
证号，电话号和住宅。侵犯我人格名誉
权，隐私权。

9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派
出所的一位民警告诉记者，当天翟某
欣确实报过警，但在警方系统里并未
检索到立案的信息。

在王冉眼里，苏享茂是IT技
术上的“天才”。两人本科时在北
京信息科技大学相识，后来成为
好朋友。多年来一直在北京打拼，
从无到有。

苏享茂1980年出生于福建的
农村，成绩优异，一直读到北京邮
电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之后，苏享
茂曾经在百度做过两三年工程
师。

从百度出来以后，苏享茂独
自开发了以提供通讯服务为主的
App WePhone。“Wephone是他一
辈子的心血。”

苏享茂创业后的生活和大学
差异不大，每天围着计算机写代
码，很少参加其他活动。

大学同学和朋友陆续结婚
后，相互之间来往减少了。苏享茂
的大学同学沈浪回忆，2009年的
秋天。他和苏享茂同时到纽约出
差，两人相约见面。换乘几种交通
工具后，沈浪在长岛一栋别墅的
佣人房里见到了苏享茂，房间没
有窗户。沈浪问：“你怎么住在佣
人房里。”苏享茂笑了笑，回：“我
觉得挺好，只是孤独。”他每天除
了吃外卖，其余时间则是坐在房
间里，配合公司开发程序。“他一
直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抽，不喝，
不嫖，不赌，不购物，不旅游，只是
醉心于他所热爱的程序开发。”

后来两人在北京聚会，苏享
茂眉飞色舞地和他聊起自己开发
的WePhone。“他一个人开发，做
到了有3000万的用户。”刚开始沈
浪不信，直到他打开应用后，“我
才惊讶于他在开发方面的才华。”

WePhone是一款在用户间免
费发短信和打电话的手机应用，
是北京曳尾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
产品。北京曳尾科技有限公司的
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于2012年
注册，注册资本为10万元，法定代
表人系苏享茂。

出事前几天，王冉见了一次
苏享茂，他还穿着研究生时期买
的学校文化衫，两人商量着一块
儿创业。“他技术上有才华，我懂
融资，结合起来就好了。”

苏享茂的公司在北京上地的
一栋写字楼里，员工三人。公司的
产品主要是苏享茂一个人完成，
另外两名员工平时负责维护一下
系统。

结束生命之前，苏享茂决定
停掉自己的公司。王冉和苏享茂的
家人商量，打算继续把公司做下
去，他们计划把公司收入的一部分
拿给苏享茂的父母，另一部分成立
一个“关爱程序员”的基金。

王冉说，苏享茂就像《小李飞
刀》里的阿飞，阿飞单纯简单，剑
术天下第一，最后拜倒在林仙儿
的石榴裙下；苏享茂独自研究软
件，做到几千万的量级。但他除
了技术厉害，感情是片空白。“阿
飞有李寻欢帮他，可惜我不是李
寻欢。”

（文中人物翟某欣，王冉，李昕，张
岩岩为化名） 据澎湃新闻

9月7号凌晨3点46分，在自己研发的产品WePhone推送了一条“公司法人被
毒妻翟某害死，WePhone即将停止运营”的消息后，凌晨4点多，37岁的苏享茂从
西二旗的家中跳楼自杀。

前一天，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写道：“我是WePhone的开发者，今天我就
要走了，App以后无法运营了，抱歉。我从来没想过我是这样的结局，我竟然被
我极其歹毒的前妻翟某欣给逼死了。”

今年6月6日，他和前妻翟某欣领完结婚证；7月18日，两人签订离婚协议。

闪婚 妻子 “天才”与“码农”

婚恋网站疑云

翟翟某某欣欣 苏苏享享茂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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