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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软件就是针对学生零散时
间研发的。”杏仁学车创始人吴健伟说，创
业一年多以来，今年学员出现了爆发性增
长，仅今年第一季度学员有400多人，是去
年整年的业绩量，营业额破百万。

另外一名合伙人陈霖表示，目前他
正在研发“视觉图形图像处理技术”，运
用该项技术可以对驾考培训科目二进行
轨迹分析，形成报告。“根据报告学员可
以知道哪个点位多打了一圈哪个点位少
打了一圈，缩短培训时长。”

发现商机
传统驾考培训诟病多

吴健伟是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学生，
大二他在做驾校兼职时发现，现在的驾
考依然保留很传统的培训模式。“打电
话预约，扎堆等车，教练为了收红包找
各种名目。”吴健伟说，相反，学生时间
零散，没有整块时间，社会经验不足隐
忍教练的乱收费。

大二暑假他前往云南支教，在那里
遇到了第一个合伙人陈霖，陈霖是计算
机专业的，懂技术，吴健伟擅长市场开
拓，最初两人为驾校开发小程序，后来
两人一合计，“有技术有市场能力，为什
么不能自己做？”

2017年9月，另外两名合伙人加入，
四人注册成立成都杏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上线了“杏仁学车”小程序，购买了一
辆教练车聘请了一个教练，这个平台将
教练一天教学时间按1个小时切分，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时间提前预约练车。

“这样解决了人工预约，扎堆练车
的问题。”吴健伟说，通过发动朋友同
学，9月份招了25个学员。

身边资源很快用罄，10月只招了8
个，11月5个，生意渐秋，合伙人微信群
死气沉沉。“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项目要
凉了，几个月一条信息都没有。”

吴健伟说，自己内心着急，不服输。
“看好的项目，不可能遇到第一个困难
就黄了吧。”当年11月11日，他以一年
8500元/年的价格从学校租用了一个车
棚作为店铺。

或许有了实体，其他合伙人再次看
到希望，第一批学员陆续拿到驾照，也
带来了口碑。2018年2月，又迎来了驾考
招生旺季，促销搞团报，这个月招收了
121名学员。

遇到瓶颈
和传统驾校联手解决致命伤

规模上去了，一台车一个教练显
然不够，他们再次购买了两辆二手教练
车，聘请了两位教练。

吴健伟说，但教练明里暗里提各种
要求涨工资，若不涨工资，教学不用心，

学生考不过，大大提升了教学成本。“一
对一教学，科目二平均10个课时就可以
过，但是有的学员考两三次，这就很不
正常。”

学员数量上升，开始有了品牌影
响力，而杏仁学车有个无可回避的致命
伤：没有驾考培训的道路运输许可证。

“如果不及时解决掉，很快我们就
要凉了。”吴健伟说，在学习考察时，他
遇到了四川省交安驾驶培训学校成信
驾驶培训基地负责人余先生，交安在成
信市场一直不温不火，杏仁有技术和市
场，双方一拍即合。

“我们比较欣赏他们两块，一是他们
的约车平台，可以解决轮班练车问题；第
二就是他们的市场开发能力，觉得学生
与学生之间比较好沟通。”余先生说。

2018年4月，双方达成合作协议，杏
仁负责市场和技术，而交安负责场地和
培训。

致命伤解决了，杏仁把精力放在跑
市场，利用地推方式动员宝妈和在家兼
职人员为其招生，推荐一个学员成功签
单，每单提成200元-300元，达到一个数
量提成比例递增。“这就是现在互联网
常用的社交电商营销。”

强强联手，学员在今年出现了爆发
性增长，仅2月份招学员283人，第一季
度招收400多人，营业额破百万，是去年
整年的业绩。3月15日，吴健伟拿到了2
月份的分红，3.1万元，他现在个人每月
分红破万。

扩大市场
将视觉技术投入科目二使用

合伙人都是大四学生，今年6月，面
临毕业的问题。做财务的合伙人要去考
公务员，从团队退出，技术骨干陈霖考
上了川大研究生，他研究生的专业方向
是计算机视觉与图像处理，这也是杏仁
学车目前正在申请专利所使用的技术。

陈霖介绍，该项专利全称“视觉图形
图像处理技术”，运用该项技术收集驾考
培训科目二点位数据，对数据进行模型
分析，形成数字或者动画报告。“根据报
告学员可以知道哪个点位多打了一圈哪
个点位少打了一圈，修正自己的动作，缩
短培训时长，不用教练一直待在车上。”

该项技术已经通过内测，不过精度
不够高。“到了川大有了更高的平台更强
的技术力量，很快就会解决，预计半年之
内先在我们公司投入使用。”陈霖说。

负责市场的吴健伟则着手市场考
察，打算将杏仁学车的模式在双流区的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等高校进行复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近日，成都市民彭女士向记者反映，
因为敷了一张“面膜纸+纯露”的“黑科
技”面膜，导致眼睛刺痛一天一夜。在诊
所用生理盐水冲洗过后，眼睛依然红肿，
数日后才痊愈。

为此，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
访了四川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吴医生。
吴医生表示，面膜液呈碱性，大量进入
眼睛后会损伤眼角膜，导致眼睛畏光充
血且有很强的刺激感。但眼角膜有自动
修复功能，这种情况只要用清水或生理
盐水冲洗，配合医生开具的药物，静养
几日即可。

面膜敷半小时 眼睛痛几天

彭女士告诉记者，前几日晚上，她
用了一种“面膜纸+纯露”的“黑科技”面
膜，这种面膜纸名为“深海壳聚糖多效
修复精华面膜纸”，包装上介绍，只需用
30毫升纯露（植物蒸馏原液）浸泡三分
钟，即可成为一张凝胶面膜。

当晚彭女士敷了半小时后入睡，翌日
凌晨一点突然醒来，发现眼睛刺痛难忍，
畏光流泪，无法睁开，且有很强的刺激感，

“就像眼睛里进了大量辣椒水”。她随即用
清水冲洗，但“疼痛还是没有缓解”。

彭女士表示，由于眼睛刺痛，她一
晚上也没睡着。当时一人在家，眼睛无
法睁开，她也没办法去医院，只能一晚
上数次用清水冲洗。上午十一时许，疼
痛稍微缓解，彭女士去了楼下诊所，诊
所医生判断为面膜精华入眼，损伤了眼

角膜，当时用生理盐水作了冲洗处理。
几日后，在没做任何治疗的情况

下，彭女士眼睛逐渐恢复。

眼科医生：
面膜液损伤眼角膜 应谨慎避开

彭女士表示，她此前也曾使用过这
款面膜，当时“很小心，没让面膜液流入
眼中”，此次有面膜液入眼，敷完后“视
力模糊，看东西像隔了层膜”，但当时她
并没引起注意。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之后彭女士眼
睛刺痛难忍？为此，记者采访了四川省
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吴医生。

吴医生告诉记者，面膜液一般呈碱性，
内含成分不等的精华，若大量面膜液不慎
入眼未及时清洗，可能会损伤眼角膜，从而
引发眼睛红肿刺痛、刺激感强等问题。出现
类似情况，只要用生理盐水或大量清水冲
洗，配合医生开的药物，静养几日即可，因
为“眼角膜有一个自动修复的过程”。

此外，吴医生表示，如果情况持续
恶化，很可能是角膜炎。“角膜炎发病的
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各种原因导致角
膜损伤，也可能是抵抗力下降时，潜伏
在身体里的病毒导致眼角膜感染的病
毒性感染。”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吴医生建议应
及时到眼科就诊，使用抗菌药物或抗病
毒药物进行治疗，因为角膜炎可能会

“产生严重后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敷面膜后眼睛刺痛一天一夜？
医生：面膜液呈碱性大量进入眼睛会损伤眼角膜

一窝蜂排队一窝蜂排队
练车是考驾照的练车是考驾照的
常态常态，，成都信息成都信息
工程大学四名大工程大学四名大
学生研发了一个学生研发了一个
学车平台学车平台，，平台平台
将教练时间切割将教练时间切割
成 多 个成 多 个 11 小 时小 时
段段，，学员通过平学员通过平
台预约教练台预约教练，，实实
现一个时间段一现一个时间段一
台车一个教练台车一个教练。。

◀杏仁学车在学
校的店铺

5月29日，两人结伴踏上了前往杭州的飞机，而刘芳的心却
依然没有放下。到了杭州，怎么才能说服李菲回家呢？“其实她
心里什么都明白，最后主动提出了回家。”30日晚上，刘芳把李
菲送回了家中，看到女儿安全回来，家人开心极了，对刘芳表示
感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刘芳与李菲父亲的微信聊天记
录里看到，原来在陪伴李菲的几天里，刘芳时刻向他沟通李菲
的状况，让其家人放心。“临走前，我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了，
她也没有生我的气。”刘芳说，李菲告诉自己其实刚开始两天挺
烦她的，但到现在有点依赖她的关心与照顾，想和她去成都工
作，还说自己将会和家人坐下来，好好聊一聊。看到李菲的心结
解开，刘芳放心了，她告诉李菲：“一定要接受治疗，等调整恢复
好了，想来成都工作她会支持。”

同时，李菲的父亲表示，感谢刘芳的热心帮助，一定会一起
努力，将女儿的病治疗好。

此外，记者向刘芳为李菲请来的心理医生——四川情感
驿站健康咨询中心主任刘洁了解到，经当时的初步诊断，李
菲的症状属于重度抑郁症，需要到医院进行住院治疗，才能
有效治愈。

6月1日，刘芳回到成都跟女儿过了一个愉快的儿童节。谈
及过往一周的经历，有些人表示不理解，“别人家的事，你干嘛
费尽心思地去掺和呢？”刘芳坦言，最初的想法是人不要出事，
后来慢慢接触，得知她的病情必须回去接受治疗后，就想要去
帮助她。“我相信每个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都会这么做，只是这
次刚好被我遇到了。”注：应当事人要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回到那个压抑的环境中，就是逼我走上绝路，还不如死
了。”紫百合酒店值班经理刘芳至今还记得，一周前初次
与李菲谈话时，这位才19岁的杭州女孩在半小时内至
少5次提及到“死”。

5月22日，患有抑郁症的李菲与网友相约从杭州来到
成都，网友却把她丢在了郫都区一偏僻地方一走了
之。人生地不熟的她来到了位于犀浦的紫百合酒
店落脚。当父亲赶来带她回杭州时，她却把自己反
锁在房里拒不开门，“我女儿有抑郁症，担心她想
不开有危险，请帮忙开房门。”

在进入李菲房间后，刘芳耐心与她交流，接
下来的几天陪着她吃饭、逛街、游玩，最终
说服并陪着她一同回到了杭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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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说，
最初的想法
是人不要出
事，后来慢慢
接触，得知她
的病情必须
回去接受治
疗后，就想要
去帮助她。“我
相信每个人
遇到了这样
的事情都会
这么做，只是
这次刚好被
我遇到了。”

一酒店工作人员陪伴她一周
看熊猫、吃火锅并护送回家

5月26日上午8点左右，在酒店9楼一间客房
门口，一名中年男子焦急找到酒店求助，“我女
儿有抑郁症，担心她想不开有危险，请帮忙开房
门。”得知消息后，值班经理刘芳立即赶了过去。
中年男子拿着户口本急忙解释，两人是父女关
系，说好今天要一同回杭州，结果现在女儿李菲
把门反锁，怎么喊都不答应。

刘芳从女生父亲处得知，19岁的李菲刚
读大一，因患有抑郁症已经休学两个月在家
中治疗。5月22日，李菲与网友相约从杭州一
同来到了成都，在一家酒店住了一晚后，网
友带她去了郫都区古城镇游玩，没想到，网
友却把她丢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自己走了，
不知所终。第一次来成都的李菲，人生地不
熟，也听不懂当地方言，于是来到了郫都区
犀浦镇的紫百合酒店入住。

远在杭州的父亲知情后，在5月24日赶到酒
店，准备带女儿回家，原本都说好了，临到出发
前，李菲却不开门了。

了解情况以后，刘芳试着敲了敲门，表明了
身份，李菲声音洪亮地回答：“门外的不是我父
亲，户口本不能证明什么。”对于父亲以及刘芳的
劝说，李菲十分抵触，僵持了大概30多分钟，始终
不愿意开门。李菲的父亲着急了，问能不能强行
打开？考虑到在和李菲沟通过程中，其说话声音
洪亮，思维清晰，状态是安全的，且客户不同意强
行开门，刘芳表示不能强行打开。

此时，刘芳继续耐心与李菲沟通，又过了
20多分钟，李菲还是不愿意开门，还称强行开
门她就报警。这时，突然从房内传来杯子破碎
的声音，门外的人们因担心她出事，情急之下
只好破门而入。

开门后，李菲安静坐在床边，刚才她只是不
小心撞掉了杯子，看到大家进入房间，李菲很气
愤，认为工作人员未经许可强行开门，立刻报了
警。其父亲上前，李菲却不愿与他交谈。民警了解
情况后劝说了一番，但没能说服李菲回家。警察
走后，其父亲出去了，刘芳开始试着和李菲交流。

在交流过程中，李菲一直很警觉，听着门
外的声音，想避开她父亲。李菲表示这次来成
都也是自己愿意来的，李菲认为自己没有病，
还被父母强行带去治疗，导致自己记忆很差，
精神恍惚。她还说，回到那个压抑的环境中，简
直活不下去，还不如死了。李菲述说着对家人
的抵触、对生活的不满，刘芳都认真地倾听着。
刘芳清楚地记得，这次谈话中半小时内李菲至
少5次提及到“死”，表现出轻生的想法。

原来，自从李菲患病后，家人担心她出
事，对其看管比较严，希望她能接受正常的治
疗，而这让李菲的生活过得很压抑。考虑李菲
如此排斥，又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劝说她回去，
刘芳想到请心理医生来帮忙疏导，“骗她说是
我朋友，随便聊一下。”

李菲逐渐对刘芳放下了戒心。后来，两人互
留了微信，时刻保持联系，“我会跟她聊一下自己
身边的事情，尽量不去触碰她反感的经历。”

尽管如此，李菲并没有表示出愿意回杭州
的想法。其父亲急了，表示实在没有办法将会

“用招”强行带其回家，刘芳立即劝阻了李菲的
父亲，“上次治疗对她已经留下了阴影，再这样
做还会伤害她。”刘芳决定再试一试，到了饭
点，她便去叫李菲一起出去吃饭，并提出自己
没有去过杭州，想去玩一玩，希望李菲能一起
陪同，李菲爽快地答应了。

在成都的几天里，刘芳带着她去逛春熙路，
李菲说自己没有看过熊猫，刘芳又陪着她去了熊
猫基地，逛街、买衣服、吃火锅，刘芳陪着她一起
看成都的风景，吃成都的美食。

吃火锅、看熊猫、买衣服
酒店员工陪伴女孩走出困境

援手援手

杭州女孩流落成都街头
患抑郁症表现出轻生念头

事发事发

同坐飞机一路送她回家
抑郁症女孩终于解开心结

护送护送

杭州杭州1919岁抑郁症女孩流落成都街头岁抑郁症女孩流落成都街头 萌生轻生念头萌生轻生念头

传统学车模式太死板？
他们将教练时间切割成多个1小时段

成都大学生开发驾考平台
一季度营业额破百万

刘芳陪李菲逛春熙路

▶刘芳陪李菲
逛熊猫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