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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

失踪当日，芝加哥时间 6月 9
日 13时左右，章莹颖从导师办公
室出发，与 one north(当地一个公
立中介机构名称)的租房办公室
经理约定半小时后到达并签订租
房合同。

据其男友侯霄霖描述，章莹
颖初到美国，一个人住，公寓租金
每月需要700美元，节俭的她想换
成四人合租房，每月租金 400 美
元，还能有人做伴。

13 时 2 分，章莹颖在朋友圈
发出了失联前最后一条回复，对
一位朋友登山的行为表示“服
气”，一连用了两个感叹号。

13时 35分，据当地公交监控
视频显示，她头戴黑色帽子，身穿
浅色格子上衣，下身穿着蓝色牛
仔裤，出现在住处附近的公交站，
等 12路车。按照此前的计划，这
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到达签约地
点，朋友通过距离推断，章莹颖可
能先回住处取了东西，才耽误了
行程。

租房经理提供的聊天截图表
明，她在等公交时推后了见面时
间，约定在14时10分碰面。

13 时 52 分，公交监控显示，
章莹颖从 12路车下来，并没有上
下一班去 one north 签约地的公
交。

14 时 2 分，章莹颖出现在北
古德温大道附近，一辆深色 Sat⁃
urn Astra 汽车停在她身侧，和司
机短暂交谈后，她坐上了副驾驶
座位。此后，亲人朋友都无法与
她取得联系。

14时 30分左右，章莹颖的手
机在长途汽车站有过通讯记录。

14时 38分，租房经理短信询
问章莹颖是否到达，没有收到回
复。

16时左右，章莹颖未归，师友
打电话无人接听，联系租房经理，
经理表示没有见到章莹颖。

20 时左右，师友选择报警。
经警方排查，当地医院没有接收
发生事故的患者；警察也确定她

也没有通过大巴、火车等交通工
具离开当地。

芝加哥进入夜晚，章莹颖失
踪的消息渐渐传到国内。

大学室友房丽莎第一反应
是：不相信。她看到微信推送里

“章莹颖失踪”这几个字，以为是
同名同姓，点开看到照片后，还是
有些不确信，“是不是美国人比较
少，迷路了找不到人借电话”。

好友蔡烨记得，章莹颖有几
次在车上睡觉睡过站了，“这一次
是这样就好了”。

他们都觉得章莹颖有基本的
警惕性和判断力，出国之前，这是
一个“出门都会给大家报备，晚上
也会早早回来”的姑娘。

寻人

女友失踪后这几天，侯霄霖
没怎么合过眼。

他是章莹颖恋爱近八年的恋
人，也是寻人行动的统筹者。北
京的宿舍里，侯霄霖白天号召国
内的朋友帮忙传播，晚上，芝加哥
天亮了，一条条大洋彼岸的消息
传回来，他辨别真假，归纳整理，
形成文档再发给大家。

关注变多，各种各样的声音
浮现——当地曾有人发帖称出现
过“假警察”蒙骗路人；有网友猜
测，是不是章莹颖研究的领域太
敏感，“被美国特工盯上了”。

侯霄霖没有时间理会这些，
他只希望有更多人关注，以推动
美国那边尽快找人，“现在还是太
慢了”。

失踪前一天，章莹颖入睡前，
他们还视频了一个多小时——视
频中的女友有着初到异国的慌张，
说自己看到有几个亚洲人总在住
处周边徘徊，有些害怕，侯霄霖安
慰她，“他们肯定不是来找你的”。

章莹颖在美国的生活很规
律，早上七点起床，晨跑，早餐一
般会自己做，每周会去一趟超市
买够一周的食材，做了一顿好吃
的炒豆角会开心很久。

另一件让她高兴的事情是学
新东西，在近十个人的小组里，她

学东西上手很快，得到了很多人
的肯定，小组成员主要是中国人
和韩国人。他们研究遥感，需要
用设备去农田里采集数据，这个
月她主要是坐在办公室看文章，
处理实验数据。

这几天有空，她想先换房
子。侯霄霖心疼她，感觉她去美
国之后一直跑东跑西，办各种手
续，“挺辛苦，又能感觉到她乐在
其中。”

他不觉得这次失踪是一次“意
外”，女友一向聪明，去哪里都会跟
身边人说，从来不曾不告而别。

失踪当天上午，章莹颖还在
办公室组装和调试了实验仪器。
她的午饭一般在学校附近的中餐
馆和食堂解决，如果实验顺利，她
会回家做晚饭，根据实验情况需
要，有时晚上9时至10时才回家。

失踪后不到一天，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中科院、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的校友们，芝加哥当地的华人
们，以及许多不认识的网友们汇集
在一起，组成了一支寻人队伍。

国内小分队有人负责发文寻
人，有人负责对接媒体，有人负责
在微博和微信等平台转发扩散。
国外小分队有人蹲守在警察局，有
人联系当地华人组织，有人发传单
进行地毯式搜索，有人在利用谷歌
地图和苹果手机定位功能找人。

他们曾寄希望于用电子产品
定位，有人尝试联系腾讯公司，对
方称需要警察的许可才能查询定
位，即使提供定位，也不一定能够
定 位 在 芝 加 哥 ，有 人 试 图 用
iCloud 定位，章莹颖的手机已经
关机，也失败了。

章莹颖其人

刚到中山大学的章莹颖，话
不密，但是聊天让人非常舒服。
室友们记得，初次见面，便和这个
开朗、椭圆脸蛋、双眼皮的女孩子

“熟起来了”。
渐渐的，室友房丽莎发现，这

位 1990年出生，来自福建的室友
是个“学霸”，早上会起来读英语，
临近期末考试，她总结的笔记会

成为大家的复习宝典，“她很单
纯，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她”。

她个头不高，却总有很多能
量，“皮肤黑黑的，但是总有一种
小太阳的感觉。”

大一开始，章莹颖便加入了
中山大学环境保护协会，大二成
为了协会会长，大三时，她拿了国
家奖学金，并成为了学习委员。
当时学校流行玩“三国杀”，大家
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主公”，形
容她身上的“霸气”。

在多位朋友的言谈中，关于章
莹颖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是：热
心、开朗、有追求。房丽莎说，失踪
后大家都在“疯了一样找她”。

她和男友侯霄霖大一就在一
起，后来一个去了北大，一个去了
清华，七八年过去，他们是同学们
眼中吵吵闹闹但是就是分不开的

“绝配”。
好友蔡烨和她最近一次见面

是去年的11月11日，蔡烨出差北
京两天，晚上九点多到达北京，入
住的酒店出了问题，章莹颖陪她
一直折腾到夜里十二点多。蔡烨
记得，那天晚上，章莹颖说自己是
长女，弟弟快要参加工作了，要更
加努力，好好照顾家人。

本科毕业时，她曾对朋友提
起自己未来规划，非常明确——
大学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把一些
不太好的东西稍微弥补一些，读硕
士，读博士，以后做一个培育学生
的人。出国前，房丽莎试图劝过章
莹颖，要不要考虑现实的问题，比
如结婚，但她坚定的要出国，“以后
想回高校，做一个好老师”。

她们最后一次聊天是五月
底，房丽莎怀孕了，章莹颖一直嚷
着要做干妈，要从美国给她寄东
西。房丽莎问她在美国怎么样，
章莹颖笑着说，不错啊，挺好的。

据侯霄霖称，章莹颖的父母
正在办理加急签证赶赴美国。中
国驻芝加哥总领馆表示，就家属
申办来美签证提供协助。

（来源：新京报 记者 罗芊 颜
颖颛）

▲芝加哥时间6月9日14时，章莹颖乘坐一辆深色汽车
离开。

◀章莹颖是个爱笑的姑娘。 受访者供图

截至北京时间 6
月 14 日零时，章莹颖
在美国芝加哥失踪，
已经87个小时。

刚接到消息时，
国内的朋友都觉得这
个生活上有些迷糊的
姑娘“应该只是迷路
了”，过了一夜，开始
着急，“很有可能是被
绑架了”，第三天，根
本不敢细想，“她是生
是死？”

这个被朋友们称
为“学霸”的女孩本科
就读于中山大学，硕士
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圳
研究院，在中国科学院
客座学习过一年。农
历二〇一七年四月初
一，到达美国伊利诺伊
大学厄巴纳-香槟分
校，申请到了生态学的
博士学位(PHD)。

跨越13个小时的
时差，她的朋友们，中
国的，美国的，开会讨
论，建立微信救援群，
有人负责在美国蹲守
警察局，有人负责组
织大家发传单地毯式
搜索，有人负责帮助
章莹颖的家人办理签
证，有人负责联系媒
体扩大影响力。

最新的消息是，
北京时间6月12日夜
晚 11 点多，伊利诺伊
大学警察局查到街道
监控视频，章莹颖于
失踪当日14时左右出
现在北古德温大道附
近 ，一 辆 深 色 Saturn
Astra 汽 车 停 在 她 身
侧，和司机短暂交谈
后，她坐上了副驾驶
座位，此后失联。

6 月 12 日，中国
驻芝加哥总领馆副总
领事余鹏与相关工作
人员一起前往伊利诺
伊大学香槟分校(UI-
UC)，了解该校中国
访问学者章莹颖失踪
案件情况，促请当地
警方和校方加大力度
进行搜寻和调查。

据芝加哥警方通
报，已将章莹颖失踪
案 作 为 最 重 要 的 案
件，正在全力搜索章
失踪前所乘车辆。

寻找在美失联留学生章莹颖
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