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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家属获取的监控
视频显示：8月25日晚20时23
分，何红宇从北海涠洲岛（梓桐
木村53号）“花屿白日梦”客栈
出门，带着外套和帽子。

4分钟后，何红宇出现在
涠洲岛幕崖附近的南海西部
石油公司（基地）北门，这是何
红宇在涠洲岛上出现的最后
影像记录。

在该视频中，家属们发
现，何红宇一路奔跑着进入监
控画面，身后似有汽车应急灯
开启时闪烁的黄光。奔跑几步
后，何红宇曾停步，并回头看
了一眼，然后继续往前奔跑。
而在跑出画面过程中，何红宇

似仍在回头。
“我感觉她显得很惊慌，

跑得很急，不时回头张望，似
背后有人追赶。”何红宇的姨
妈彭女士告诉记者，本来附近
路段有另外一个监控探头可
以拍到何红宇的后续动作。

“但这个监控恰恰在25日坏掉
了，26日才修好。”彭女士说，
四川姑娘龙其乐失联前，也有
一个监控探头坏了。

对此说法，龙其乐舅舅张
先生回应说：“那个摄像头是一
个建筑工地大门口的，如果这
个监控完好并工作，也只能说
明龙其乐到这条路上来过，因
为这条路上有很多岔口。”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
期在“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通过互联
网监测发现，十款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存
在于移动应用发布平台中，其主要危害
涉及隐私窃取、私自下载和赌博三类。
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具体如下：

1、《开心消消消》（版本1.1）、《嘀咕乐》
（版本1.0.1）、《蜜蜂优选》（版本2.4.2）、《杨
凌旅游》（版本1.1.5）这四款移动应用在
用户不知情或未授权的情况下，获取
用户个人信息，具有隐私窃取属性。

2、《职教云学院》（版本1.0.2）、《时
尚快拍》（版本3.6.72）、《水印修图》（版
本4.0.91）这三款移动应用均存在捆绑
恶意广告插件行为，该插件在后台无提
示私自下载推广软件，造成流量损失。

3、《萌 犬 回 家》（版 本 2.0）、
《guess-emoji-challenge》（版 本 1.1）、
《仓库管家》（版本1.0.1）这三款移动应
用涉及赌博，通过押点数、斗牌、博彩
等形式进行含有赌资往来的赌博活
动，涉嫌违法并使用户存在财产风险。

针对上述情况，国家计算机病毒
应急处理中心提醒广大手机用户首先
不要下载这些违法有害移动应用，避
免手机操作系统受到不必要的安全威
胁。其次，建议打开手机中防病毒移动
应用的“实时监控”功能，对手机操作
进行主动防御，这样可以第一时间监
控未知病毒的入侵活动。 据新华社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监测发现十款违法移动应用

监控视频显示一路奔跑
手写遗书中称很赶时间

又一女孩涠洲岛失联

家属吐露
五大疑惑

截至9月15日，距离22岁四川珙县女孩龙其乐涠洲岛失联已过去整整14天，仍无她的消息。
而8月25日晚，在龙其乐失联前6天的晚上，夜里8点多，来自江西省萍乡市的19岁高中女孩

何红宇，也在涠洲岛失联，至今仍无音讯。
9月14日，何红宇的家属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披露了何红宇失联前最后的监控画面

和遗书全文。家属认为，视频监控和遗书暴露出诸多疑点无法解释，并拒绝认可“自杀”说法。

9月14日下午，四川失联女孩
龙其乐的舅舅等人逗留在广西北
海市公安局，希望能等到进一步
的最新消息，他们在焦急和期盼
中度过了中秋节。“没有可用的信
息！”在龙其乐失联整整13天后，
舅舅张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当
晚，家属们搭乘飞机，连夜离开北
海，返回昆明处理善后。

据《新京报》此前报道，警方披
露龙其乐上岛后独自出行，并无网
友陪同；龙其乐失联前曾发微信让
亲友照顾好妈妈和猫，还曾发微博
称要跳海；在其行李中发现一本未
使用过的护照。舅舅张先生告诉记
者：“这些情况都有，龙其乐给我们
都认识的一个朋友发了信息，委托
朋友照顾妈妈和猫咪。”

“那只猫也是龙其乐的好伙
伴，她下班回家如果妈妈不在家，
都是猫咪陪伴她。”张先生说，龙
其乐养猫的时间并不长，估计是
今年才开始养的。在昆明，龙其乐
和妈妈、猫咪生活在一起。如今龙
其乐失联，唯有猫咪还陪着她妈
妈。9月14日，龙其乐的父母都在
北海市公安局采集了血样。

在寻找龙其乐的过程中，家
属们也是意外得知了江西萍乡女
孩何红宇失联的消息，于是彼此
取得了联系。虽然两起女孩失联
事件相距仅一周，但双方家属称，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两女孩认
识，或曾在网上交往过。

何红宇姑姑彭女士说，事后了
解到何红宇可能跟龙其乐有些共
同之处，比如都喜欢动漫、都玩微
博，但是何红宇在微博和朋友圈没
有留下关于此次失联的任何信息。

记者检索何红宇的微博，发
现她最新的微博更新于8月24日，
即到达涠洲岛当天，微博内容是

“想被抽中”。而上一条微博发布
于10天前，内容是“百鬼夜行”。文
字并无衔接，看起来莫名其妙。

彭女士说，此前何红宇无论
在网上还是线下，都没有表露过
这些莫名其妙、令人惊诧的语言，
这些微博语言是今年8月份后才
出现的。“因此我们怀疑她在出走
涠洲岛前，可能认识了什么不好
的朋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
者 罗敏

19岁的江西萍乡市人何红
宇是家里的长女，还有个正在读
初二的妹妹。今年，何红宇冲刺
高考，成绩上了二本线。但她并
不满意，于是决定补习一年，明
年继续冲刺。彭女士说，因为姐
姐要高考，懂事的妹妹平时都让
着姐姐，家里有好吃的都给姐姐
留着。“父母对两个女儿都是一
样的疼爱！”

姑姑何春秀告诉记者，何红
宇的父亲在湖南打工，妈妈在当
地一家工厂上班。为了让女儿有
个安静的环境备战高考，今年八
月中旬，家里给她在学校附近租
了间房，平时何红宇独自在出租
屋里复习功课，家人都不打扰
她。在接到警方电话之前，家里
人都不知道她独自去了北海涠
洲岛。

事后查证的时间轴显示：何
红宇于8月23日从萍乡火车站出
发，24日到达涠洲岛，在“花屿白
日梦”客栈住了一晚。25日，何红
宇在涠洲岛幕崖海边自拍了大
头照片，笑容阳光、神态自若，背
景可见遥远的海岸线，这是何红

宇失联前留下的最后自拍照。当
晚20时27分以后，何红宇就消失
得无影无踪了。

在腾讯相册，何红宇留下了
多张学习、生活照片，这些成为家
人此刻最后的念想。“高考成绩不
太理想，她有点小压力，但是并没
有表现异常。在出事前，她还主动
自学了日语，上补习班也是她自
己主动要求的。”何红宇姨妈和姑
姑都表示，何红宇此前从未表露
过轻生念头。

何红宇失联后，父母、姑姑等
多人赶到涠洲岛寻找、善后。直到
8月31日，何红宇的家人们才无奈
离开了涠洲岛。如今，难以接受女
儿失联事实的何红宇父母心情仍
无比沉重，难以释怀。

“孩子父母都比较老实，遗
书、监控暴露出的疑点并没有引
起他们重视。我看了后，产生了
怀疑。后来看到四川姑娘龙其乐
也在涠洲岛离奇失联，我就更警
觉了。”彭女士告诉记者，何红宇
失联，此前没有引发媒体关注，

“现在仔细想想，越来越觉得事
情没那么简单。”

“妈妈：你收到信时可能已
经发现我失踪了，也可能没有，
写信时我时间有点赶，所以只
写要点了。”在这份遗书中，何
红宇确实流露出轻生的念头，
但并没有说直接原因，没有举
出具体事例，甚至没提到过关

于学习或高考的压力。
她在遗书中说：“其实我从十

岁时就一直对死亡充满憧憬，我
的时间是我的罪恶，我总是在想
我为什么要存在，为什么要出生，
一切的一切不是你的错。我总
是想到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
入，这是我最好的所在，我所选
择的，希望你们能好好活下去
……好了，也许还有些我本来
想要写的东西。因为急，我想不
起了。最后对不起了妈妈，生了
我这么个怪物会让你很难过
的，但我确实不适合活在这世
上。别浪费资源找我。”

姨妈彭女士告诉记者，经
过家属辨认，确定遗书是何红
宇的笔迹。但遗书字迹潦草，不
是何红宇平时写字的风格，“她
的字一向写得很工整。”

记者注意到，在遗书的开
头和结尾，何红宇都提到了“时
间”问题，第一次说“时间有点
赶，所以只写要点”，文末说“因
为急，我想不起了”。

“失联之前，字迹如此潦草，
说明她真的很赶，那么她在赶什
么？”记者留意到的遗书细节，也
是家属最不能理解的地方。

“如果真的要自杀，她出门
时有必要带上外套和帽子么？”
何红宇的姑姑何春秀心里的疑
问始终无法消除，其他家属也
很困惑。

何红宇家属介绍，接到警方
通知时，大家都感到非常意外。
何红宇在前往涠洲岛前，没有告
诉过家里任何人。事后家属从涠
洲岛派出所接收了手机、身份
证、银行卡及衣物等部分遗留在
涠洲岛客栈的物品，包括一份
手写的遗书。何红宇的米黄色
裤子、米黄色小格子衬衣领外
套、白帽子和书包则不见了。

江西省萍乡市当地派出所
《接处警记录》显示：“我所接北
海市涠洲岛派出所覃警官来电
称，村民何红宇在涠洲岛一宾
馆内留下遗书和遗物。”9月14

日晚，萍乡市当地派出所周所
长向记者证实了何红宇失联留
下遗书的消息，同时证实曾接
到涠洲岛派出所的来电，希望
他们通知何红宇家属。

据了解，该派出所在接到
广西北海涠洲岛派出所电话
后，随即通知了何红宇父母等
家属，《接处警记录》认为“通过
家属确认了遗物真实性，从遗
书判断何红宇有计划、有预谋
地选择去涠洲岛上轻生”。

根据《接处警登记表》，记
者联系上负责处理何红宇失踪
事件的北海市公安局涠洲岛派
出所覃警官。覃警官表示“不接
受采访，有事找宣传部门”，然
后挂断了电话。记者随后致电
涠洲岛派出所黄所长，电话一
直无人接听。

一、都是年轻女性独
自前往涠洲岛；

二、都是在“来游吧”买
票，坐火车抵达北海后登岛；

三、都是在夜间八点
多出门失联；

四、都曾流露出有点压
力并有“轻生”的迹象表露；

五、在家里都比较宅，
事发前独居；

六、事发前都有短期
规划：何红宇准备复读高中
备战2020年高考，龙其乐
打算读成人教育提升学历；

七、留给家人、朋友的
印象都是比较热爱生活，
没有表现出明显异常；

八、都喜欢打游戏，龙其
乐打的是《剑侠情缘三》，而
从何红宇微博中的“百鬼夜
行”分析她打的是《阴阳师》；

九、两人都是单身状态，
没有谈对象，也没有网恋；

十、都是踪迹全无，家
属都不认可“自杀”说法。

她
们
到
底
发
生
了
什
么

？

家属
分析

两个女生失联

10个
相似细节

前几日，港交所提议收购伦敦证券
交易所的邀约，引得资本市场一片沸
腾。但前天，伦交所董事会一致否决了
这一提议，并称没有必要与香港交易所
进一步接洽，这又让市场一片哗然。

就其给出的理由看，拒绝主要是
基于商业考量。首先，伦交所正对收购
路孚特这家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
志在必得，港交所此时的介入，意味着
打断这一战略安排；其次，也因为港交
所的股权结构，伦交所对这宗交易能
否顺利达成产生了强烈怀疑；再次，伦
交所对港交所开价不甚满意。

商业并购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在价
码上作几番缠斗是常态，何况这还是一
桩“世纪联姻”。真正一石激起千层浪的，
是伦交所回应中的另一段表白：“我们认
识到中国机遇的规模，非常重视我们在
那里的关系。然而，我们不认为港交所
为我们提供了在亚洲最好的长期定位，
或在中国最好的上市/交易平台。我们
重视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的互
利合作关系，这是我们首选的、直接的
渠道，可以获得与中国的许多机会。”

怎么看待这段话？这固然是伦交
所一家之言，不构成对香港金融中心
地位的定论，但这份来自伦敦市场的
意见，已足够激起香港金融界人士内
心的波澜。因为这不仅展现外界对双
城前景的看法，更展现出他们如何看
待中国机会的底层思维逻辑。

作为机会的中国，是一个整体，无
论香港或上海，不可能脱离中国崛起的
大背景以独立原子形态谈发展潜力。谁
的前途更远大？除了城市本身质地，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国家整体发展利益
的契合度与一致性。伦交所不会担心
上海，因为上海一定与国家处在一个
连通器中，利益100%一致，只要中国
一路向上，上海必然水涨船高。香港能
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暴力不断甚至“港
独”言论甚嚣尘上的今天，外部市场会
有持续隐忧。伦交所直言“中国机遇的
规模”，看好上海的“长期定位”，与那
些鼓动香港摆脱中央管治的挑唆形成
鲜明对比，也远比简单用“自由”“民主”
标签恭维香港，来得务实，来得深刻。

金融业看预期。先前还有一些金融
圈人士天真地认为，街头暴力只会影响
酒店、旅游，因为资金进出无形，而贸易
取决于其他国家的生产，因此暴力行为
伤不到金融、贸易的筋骨，结合伦交所
的拒绝一起看，这是肤浅的判断。

这绝不是说香港不重要了。香港依
然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是国际
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拥有高
度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及遍布
全球的商业网络，是全球最自由经济
体之一，香港对于中国，不仅不可替
代，还要进一步做大做强。也正因此，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等顶层设计
中，中央将香港视为区域发展的核心
引擎，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然而，香港有些人，对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仍然抱持消极抗拒心态，看不
到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的机遇，甚至敌
视内地企业来香港发展，这不仅是经济
上的短视，更反映政治上的偏狭。香港
企业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能够更好
地应对全球竞争，发挥香港作为“超级
联系人”的作用，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优势。持续三
个多月的香港乱局，让世人看得越来越
清楚，是谁在推动止暴制乱、维护香港
法治这个核心价值，是谁在推进恢复秩
序，促进香港金融市场稳定发展。

22年来，中央始终是香港发展的
坚强后盾，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
发展经济。但正如前些天国务院港澳
办所言，除了中央支持，“香港自己也
要努力”。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疑惑1
中途曾停下回望，“似被追赶”

监控视频中看到她在奔跑

人民锐评

伦交所的拒信，
香港该怎么读？

疑惑2
出门时有必要带外套和帽子么

如果真的要自杀

疑惑3
“时间”很赶

手写遗书中两次提到

疑惑4
独自去涠洲岛却没告知家人

从未表露过轻生念头

9月15日，广西北海市
公安局对两起失联事件发
布通报，称两起事件的当
事人虽然已失联多日，但
是公安机关没有放弃，仍
然在开展搜寻。

警方：仍在搜寻

疑惑5
发布的微博内容是“想被抽中”

到达涠洲岛当天

监控视频显示何红宇在奔跑（视频截图）

何红宇消失时的大概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