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日， 齐鲁工业大学校
方表示， 网上所传9月8日祝
露亚的叔叔曾给班长冯帅打
电话说已经找到祝露亚，表示
祝露亚既不回家也不上学，并
询问如何办理休学手续。

但是， 祝露亚的叔叔随
后向记者否定了祝露亚已被
找到的说法， 称并未跟学校
说过找到祝露亚及询问如何
办理休学。

8月31日，两家人到
达齐鲁工业大学。

祝露亚的辅导员张
老师确认， 祝露亚在开
学前后请过假， 但后来
一直没有返回学校报
到。在老师的帮助下，两
家人去长清大学城派出
所报案。 因查询到祝露
亚的相关提款记录都在
泰安，9月1日，他们来到
泰安， 并在当地的粥店

派出所报案。
“警察告诉我们，这

一块人员复杂， 有很多
人在这边搞传销， 让我
们自己进村里问一问。”
于是， 拿着打印好的女
儿的相片， 两家人开始
进村分开找女儿。

让王美香兴奋的
是， 有村民说见过她女
儿。但是几天寻找下来，
却没有任何结果。

本报与齐鲁晚报、大众日报联合寻找
三名女大学生，如果您有相关线索，可拨
打本报新闻热线96258，或与祝先生联系，
13417372494。

为什么易出事的都是女大学生
女大学生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是成年人，但由

于还未走入社会，在心智和判断力上都还是未成
年人的水平，因此极易受到侵害。

怎样避免危险
遇到险情时用紧急键报警，不一定要和110对话，

只要大声说出你的恐惧就可以，110一听，就知道你遇
到了危险情况，接下来就算你关机，警方也会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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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9月 11日

第 2014246期 开奖号码: 6 2 7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373
0

1039

1040
346
173

387920
0

179747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 9月 11日 第 2014105期 开奖号码

红球: 27 19 17
下期奖池 ： 662968446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14 32 16 蓝球: 04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67
756

45386
993471

8044478

6
2
17

1384
29672

245354

0
464769
3000
200
10

5

9151943

9月11日这一整天， 王美香一直紧攥
着电话，无论是吃饭还是上厕所。她把铃声
音量调到最大， 手机一响， 她立马接听：
“喂！”

电话那头的声音响起， 她满脸失望。
“这不是我的女儿。”

开学不到一个月， 全国各地不断传
来女大学生失联的消息。王美香的女儿、
21岁齐鲁工业大学的大三学生戴健失联
15天了，没有任何消息。与她一同失联的，还
有祝露亚。两人是高中好友，还是大学校友。

在这一年前， 她们的另一高中好友周
婷也曾失联了。

事发后的种种迹象， 让家人怀疑三人
已陷传销组织。

【当事人】 乖巧懂事的女大学生

衡阳县人戴健今年21岁，剪着可爱
的齐刘海。8月27日失联前， 她是齐鲁工
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学生， 即将步
入大三。

在母亲王美香心中，女儿非常乖巧，不
仅学习不需要操心，还很体贴父母，帮他们
分担家务，做饭、扫地、洗衣服、照顾弟弟妹
妹……样样拿手。

因为出身农家， 戴健早早地学会独
立。7月份，恰值农村一些人家开始建房子，
王美香和丈夫在工地上做事挣钱。因此，除
了在外吃午餐，早餐和晚餐都由女儿做好。

“她特别孝顺。”王美香回忆，女儿上大
学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会往家里打电话。
“她总是要我们注意身体，不要那么累。”

更难得的是， 戴健从来不会对家人说
谎。“她很诚实，我也一直信任她。”王美香
说。

【失联前】 热情的泰山旅游邀约

8月26日是戴健开学的日子。
在这之前，8月12日，王美香拿了7000

元钱，让戴健自己打到银行卡里。这天，戴
健也买好了8月23日归校的火车票。

然而，原本预定的返校计划，却因一场
旅游邀约，有了变动。

戴健弟弟回忆， 戴健接到了高中同班
好友祝露亚的电话，邀她去泰山旅游。祝露
亚和戴健是高中好友，2012年两人又步入
同一所大学。

祝露亚的叔叔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放假后，祝露亚并未回家，而是在山东泰安
市的一家花店打工。

电话里， 祝露亚邀请戴健一起去泰山
玩几天后再返校。记者了解到，戴健当时本
不想应邀，家里没钱了，她想在家里多呆一
段时间带弟妹，也可以帮忙干活。然而祝露
亚一再热情相邀，“不用你花钱， 我这里的
老板花钱。”祝露亚还帮她订好了前往济南
的火车票。

盛情难却下，8月15日，戴健带上几件
衣服和手提电脑，从家里出发了。

“有两张票，先是8月15日11:59从衡
阳到长沙， 然后是15:48从长沙到济南。”
王美香记得十分清楚。她估计，戴健可能在
泰安就下了火车与祝露亚会合。

衡阳两女大学生失联，疑陷传销
两人结伴出游失联，家人寻找意外发现她们一年前失联的高中好友

随后10天， 戴健和家人的
联系一切正常。8月24日， 戴健
打电话给母亲称， 已经到了学
校，并叮嘱父母注意身体。

8月26日，事情出现了转折。
一大早，王美香接到了女儿

电话，“要我打7000块钱给她，
说学校和外面一个单位合办了
一个班，她要去上课。等读完这
一年，她就可以在班里教书。”

因为女儿从小乖巧诚实，
王美香并未察觉任何异样。她
马上找亲戚借了7000元， 下午
火急火燎地赶到银行给女儿汇
款。汇款成功后，王美香打电话
给女儿，通知她去查是否到账。

很快， 戴健的电话回过来
了，“她说钱到了， 但卡消磁了
取不出来， 要我再打7000元给
她。” 王美香称实在没钱了，让
她自己想办法。 戴健却回复，
“在当地银行取不出来，只能等
寒假了再去广东的银行取钱。”

王美香不懂这些， 但她隐
约感觉到女儿不对劲。

挂断女儿的电话后， 她咨
询其他亲戚，得到的回复都是：
“消磁的银行卡不可能在当地
取不了钱， 可以去柜台人工办
理换卡。” 王美香当下十分难
受：难道女儿在骗我？

随后， 戴健又给王美香打
电话再要7000元。 王美香感觉
到女儿情况不正常， 并没有再
打钱。 她开始怀疑女儿压根就
没去学校。

8月 27日下午 4点
多， 按捺不住的王美香
和丈夫去镇上的派出所
报案。路途中，王美香再
次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还是要钱。

王美香很焦急：“你
在什么地方？ 我和你爸
来找你。”电话那头的戴
健语气气愤：“你们来干
什么？你们来有什么用？
我不会去火车站接你
们。 不跟你们讲了！”电
话断了。

这是戴健和家人的
最后一通电话。之后，戴
健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
状态。

相似的情况也在祝
露亚的家里发生。 祝露

亚先后三次以交学费、
雅思培训和买电脑的名
义， 让她父亲分三次一
共汇了2.7万元到她银行
账户。 加上卡内原本的
存款， 祝露亚卡内的金
钱总额超过了3万元。

8月28日，祝露亚与
父亲打电话， 表示不愿
意上学了。 这通电话之
后， 祝家人再也联系不
上祝露亚。

女儿失联， 妈妈王
美香费尽周折联系到学
校老师的电话， 确认戴
健没有返校。随后，王美
香和祝露亚的家人取得
联系。

两家人一合计，决
定一起去山东找人。

【异样】 频接要钱电话 【失联】 两女生收到4万元后关机

意外的是， 他们在当地
找到了祝露亚和戴健的高中
好友———周婷。

“当时她在一间简陋的
平房里洗头发，里面乱糟糟地
开了很多地铺。我问她是哪里
人，叫什么名字。她说自己是
衡南县的，叫周婷。”祝露亚的
叔叔回忆， 他并不认识周婷，
但当时他和周婷讲了几句衡
阳话。 因为没有得到有用信
息，祝露亚的叔叔离开了。

后来，祝露亚叔叔将这一
情况告诉了王美香。“我当时
在想，她该不会是我女儿的高
中同学吧？”带着疑惑，一伙人
赶紧赶到周婷的住所，却不见
周婷踪影。在房间内，王美香
发现了周婷的学生证。

王美香确认， 这的确是
祝露亚和戴健的高中同学，
失联前就读于吉首大学。

“她撒谎， 她不是衡南
县人。 我们也赶紧给她的学
校打电话， 老师说她已经整
整一年没上课了。 我们联系
上了她父母， 他们说女儿不
见一年多时间。”王美香气得
直跺脚，“不可能这么巧，一
定是周婷把她们骗过来的。”

整整10天寻人未果，9月
10日， 两家人无奈地选择了
回家。

长清大学城派出所接案
的崔姓民警称， 目前民警正
在积极调查。

【寻人】 两家人携手去山东

失联地点意外发现
另一失联女大学生

■记者 赵玲
联动记者： 大众

报业集团记者 许亚薇
郑希平

互动

意外情况

学校称家人反馈
祝露亚已被找到
遭家人否定

最新进展

失联女大学生戴健。 女大学生周婷一年前失联。失联女大学生祝露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