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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板、各位总裁、各位大咖、创业精英

们、同学们，晚上好！我是今晚的分享老师

熊冠亮，大家可以叫我熊熊老师。

今天晚上开始也就是：17 到 22 日连续 6

天晚上，熊熊老师为大家分别从社群营销、

短视频爆粉、直播带货当下最火的三大领域

进行深入分享。

17-18 号分别讲的是社群营销板块，喜欢社

群营销的同学这两天一定不要掉队哈。



19-20 号是短视频爆粉的应用课程，如果想

学习抖音、快手短视频爆粉的话，千万不要

错过这 2 天的课程哈。我们有能让你 7 天必

上热门的玩法，同学们要不要 7 天必上热门

的玩法啊？

20-21 号给大家安排的课程是直播带货，而

且是 0 粉丝直播哟。0 粉丝大家能听明白

吗？就是没有粉丝也可以在快手、抖音直播

带货。这样的课程要不要学习？

说一条课堂规则：老师让大家互动的时候，

可以互动，比如问大家，大家要有回应，如

果没有向大家提问，大家禁言。大家要习惯



这样的课堂

有的同学觉得，群里的没有用的信息太多了

影响爬楼，影响学习，但是，静悄悄的课堂

不是我的风格。我的风格是，大家一起来互

动。只有参与进来，你才能吸收到更多的知

识。

直接分享干货了，接下来我给你分享一个非

常接地气的私域流量社群运营的案例。这个

案例的方法，被誉为私域流量社群运营万能

方案，那么意味着这样的方案可以适合任何

人，任何行业。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一个连续亏了 8 个月的沐足店，如何通



过社群运营私域流量的打法，把镇上的一条

街的所有商家的客户全部都变成了自己的

客户，并且实现了月赚 5 万的真实案例？

沐足店，这种门店，绝对够传统了吧？那么

他到底是怎样通过社群把流量私域化运营，

从连续亏损亏本，做到逆袭盈利的呢？

今天你掌握了这个案例的实操玩法，你就能

用这个玩法去打劫任何的传统门店私域流

量成为你的私域流量。既不花费更多的代

价，又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重

要的是不花钱。熊老师能够告诉大家的就

是：如何不花钱少花钱，又能够多办事而且

是办大事，可以搞大事情。



这个沐足店的老板是我的一个哥们，他是我

初中的一个同学。他在东莞做服装，做的还

不错。从零六年开始他就在做服装这一块。

后来，他的服装店就给了他的老婆在做，他

自己就去开了一家沐足店。正规沐足店啊，

大伙别想到东莞就想歪了哈！

他的沐足店到现在已经快 5 年的时间了。在

做社群私域流量运营前的七八个月，过的是

非常的艰难。开业后的前两个月，其实生意

还过得去，有开业大酬宾，还有一些朋友过

去捧场。

但是刷脸这东西，不能经常做。所以到了第



三个月之后，基本上每个月都亏。他最高的

一个月，亏得差不多是 4 万块钱。

平时每个月大概就是亏个一两万块。对他来

说亏一两万，他倒是还能够承受，也不是什

么事情。毕竟他那个经营了十多年的服装店

还是能赚点钱的。

他经常给我打电话，但是刚好我是一个不爱

接电话的人。我喜欢有什么事情，要么你跟

我面对面来讲，要么在微信上跟我讲。

2017 年年中，有 1 次同学聚会，他特地留

下来，在广州呆了两天。他就跟我诉苦：他

的门店遇到的问题啊，跟现在的很多传统行



业一样，那就是客源比较少。搞活动就有很

多人来，不搞活动了就没什么人来。

这样子的问题不仅困扰着他，其实也困扰着

很多人。关键客人不多的话，技师留不住。

没有好的技师，客人又不愿意来，所以沐足

行业很容易走入死循环。

因为每次来我们公司的很多人都会问：流量

怎么来？客户怎么找？粉丝怎么来？来了

怎么转化？等等这样的很多问题。首先呢，

我个人喜欢定位，凡事先给个定位。定位很

重要！如何定位？你能够给你的客户做什

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做之前一定

要理清。



什么是定位？定位就是：能够给客户提

供什么？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的顾客需

求什么？先要想清楚这个道理。

只要你能够想到，来你这洗脚的这些人除了

洗脚，还需求什么的时候，你去满足他们的

需求的时候，你的商业价值就来了，客户这

时候就是超值的。

我喜欢研究什么呢？我喜欢研究同城，还有

同街。像我 2013 年做的屌丝外卖。我做外

卖还是做的比较早啊，就是通过互联网，我

们的定位就是写字楼。



因为在广州一栋写字楼，轻轻松松都是 1 万

多或两万人。那 1 万多人 10%是什么个概

念？就是 1000 多人。每天 1000 多人在你

这里点外卖，那你不就发财了嘛，对不对？

有的时候就是一栋楼，哪怕是半层楼的人在

你这吃饭，你都发财。同样的道理，他在那

一带开的这个店，我跟我同学说，你只要把

你附近的某几条街，两到三条街搞定的话，

哪怕搞定一条街，你都会在那里舒舒服服

的。

那么如何去搞定呢？你想想，洗脚的人

基本上也就是住在附近或者在附近工作的，

很少说咱们在广州然后跑到去深圳或者东



莞洗个脚吧！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客户，都是在附近生活

的。同吃同住在一条街或者在附近，那你想

想他们吃喝拉撒怎么去解决？所以，我给他

做了一个定位，建议他做一个社群，定位做

本地同城社群。

定位有了后，我们开始针对来过店里面洗过

脚的客人，不管是来过一次，还是来过几次

的，只要有他的联系方式，我们就加他的微

信，千方百计加微信。然后我们统计能够加

微信的其实不多，也就 170 个人。

用这 170 个人做了一个免费的社群。这个社



群定位为过渡的免费的社群，不用收取任何

费用。他就按照我说的，去给那些进了群的

顾客抽奖发红包，几天下来呢，群里非常活

跃。这 170 个人通过发红包等等的活动吸

引，一个星期里面就已经裂变发展到了 400

个人。

大家都把兄弟哥们一起拉进来。因为这个社

群好玩，一个免费的 400 人的同城社群，很

快就建立起来了。记住，这是同城社群啊，

同城的流量都是非常值钱的哟。

现在都有的同城、快手的同城都搞的很火

爆。所以，进群的时候，只要本地的，不是

本地生活的都不让进群。抽奖的方式，是群



里中奖，凭截图然后来店里兑换。用这个方

式，再次验证是否是本地的用户。

抽奖的礼品一定是来店里领取的。并且领奖

品的时候都拍照，发朋友圈。这样可以让他

给我同学罗天发的沐足店做推广，给他引流

到群里，继续裂变。

免费的社群我们叫做 A 群。接下来要建立一

个 B 群——VIP 社群，这是个付费的群，只

要付 199 元才可以进这个群。VIP 社群我们

当时给他设计的有七大福利。在这里给大家

讲几个重要的福利。

第一个福利：凡是 199 元进群的会员，可以



享受三次免费沐足。他那里每次沐足的价格

在 128 到 198 元之间。贵的有两百多，基

本上均价在 150 块钱一次。送三次，相当于

送的 450 块钱对不对。

我同学罗天发比较大方，只要是会员，沐足

的项目都任意选 3 次（不区分价格）。我们

当时跟他讲，要送就要大大方方的送，要让

第一批种子客户开心。看看雷军前几天公

布，凡是第一批购买 1999 元的小米手机的

用户，都可以领取 1999 元的红包，相当于

给第一批种子用户是免费送了一台手机。雷

军是国内做社群上市公司之一

只要第一批种子客户开心，就会经常有人



来，而且是一大班人来。洗脚很少一个人去

的，对不对？三次的洗脚那是超值啊，三次

沐足才 199 元。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调查，199 元进这个群那

是超值。人家说光是冲着这一点，不要其他

福利都愿意加。冲这点进社群的都超过 200

人。

第二个福利：将不定期举行抽奖，发各种红

包。奖品都是一顶一的，比如说电饭煲、充

值卡、加油卡，油、米、洗发卡，还有衣服、

鞋子等等都有。你想要的衣食住行，吃喝拉

撒，都在这个社群里免费进行抽奖。



关键是，这些奖品和红包都不是自己掏钱

的，都是别人赞助的哈。

先不管奖品谁出的，如果你是客户，你在这

样的群里呆着，开心不？值得不？一会告诉

大家，如何获得免费的奖品，因为这个很关

键的。

第三个福利：凡是 VIP 群员，以后在他

的沐足店都享受 VIP 的服务。

第四个福利：凡是付费的群里面，VIP

群员在这条街上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商

家都可以直接进行打折。会员只要打开微信

群，让商家看到这个人是在罗天发的 VIP 社



群里，或者报上罗天发的沐足店名字，都可

以打折。

199 元付费会员超过 200 人后，每增

加 50 个会员就涨价 50 元，直至涨到 999

元。999 元都争着进这个群，为什么呢？因

为这个群福利太大，资源价值太大了。

他经常组织会员线下活动，好玩的，旅游的，

吃喝玩乐的，资源对接的，生意之间资源对

接等等这样的活动。通过这一招，快速发展

了不少会员，把很多沐足店的客户都抢了过

去。

刚才我说了一个关键点：如何获得免费



的奖品赞助？

前期 200 个 vip 付费会员的礼品和红包，

都是他自己掏腰包的。当付费会员达到 200

个的时候，我让他开放资源，把他的客户开

放给其他商家。

开放什么呢？让他的社群进行开放、共享。

共享什么呢？共享他的资源。共享他付费社

群的所有会员；资源共享给其他商家。这一

招，很快就让他成为了的商家老大。

怎么共享？我让他跟理发店去谈，话术如

下：

要不要听怎么去谈判其他商家的话术？要



的打 9

我是附近沐足店的老板。我们沐足店有很多

的核心付费会员，经常来我们这里洗脚的超

级 VIP，年消费超过 XXX 钱。

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这个社群。你可以在

群里面，跟他们去互动。我的客户开放给你，

我可以推荐他们到你们这里消费东西，你不

需要给我返利。唯一的就是如果他们过来你

这边消费，只要报是我罗天发的社群 VIP 会

员，那么我们社群里的会员，你给他打折让

利就可以了

唯一的要求就是打折，不需要给差价或者返



利。

如果你是当地的商家，或者你是理发店的，

你愿意不？

当地的商家，都是一条街的，非常欢迎，都

说可以呀。为什么？因为你给他们导流，给

他推荐精准客户，给他核心客户。关键还不

需要返利或者说不要介绍费。谁不愿意呢？

所以这些商家都主动问，那我怎么加入啊？

因为他们都想要罗天发的核心客户，都希望

罗天发可以帮他导流。

前期沐足店付费会员在 200-500 的时候，

罗天发都是让商家免费进入。唯一的还有一



个要求就是，社群搞活的时候，你家卖衣服

的，你就拿 2 套衣服来抽奖；你家是理发的，

你就抽免费理发的（不是代金券，就是真的

免费去理发）。

后面建第二个付费社群的时候，他就要

求商家开始付费才能进入共享资源了，而不

再是只提供礼品就可以进群了。他对商家收

费是 1500 元的会费。

对一个商家来说，1500 块钱挤破了脑袋进

社群，拥有一条街的客户。他就光这一招，

把什么理发店、茶楼、酒吧、饭店、水果店，

卖衣服的、卖包的各种商家，都加入他们。



收商家的会员会费，20 天不到就收了 70 多

家了。后来我跟他讲，在东莞 1500 块钱太

低了对商家来说，1500 块钱，超级值得的。

他现在拥有 4 个付费会员群近 2000 个 999

元的沐足店付费的会员。关键这些会员都是

在一条街上。

现在罗天发非常感激我。光是社群运营的会

员费都很可观。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家加入，

会有更多的消费者加入他 999 元的付费社

群。未来，他一定可以把整个的商家和消费

者都整合在自己的手上。这个商业价值，我

就不用多说了吧。

有的人会说，我自己的老客户群，为什



么要让别的商家进来呢？别的商家那不是

来抢了我的客户嘛？

你有这样的想法太正常不过了。但，有这样

想法的，比较难做大。你想想，如果你把这

条街的商家都拉到群里，其实，这些商家是

帮你的群增值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假如你是做美容院的，你把理发店、鲜花店、

饭店、KTV、奶茶店、干洗店、便利店、租

房子的中介、卖车子的、卖水果的、卖特产

的、卖衣服的、卖鞋子的、糖水店的都拉进

群。你觉得你的群还活跃不起来嘛？

你的群为什么会是死群？你身边的人为什



么会觉得你没价值？因为你总是把自己和

自己的客户放在一座孤岛上，除了你，什么

都没有！你觉得这样有价值嘛？

你应该在你的孤岛上，把理发店、鲜花店、

饭店、KTV、奶茶店、干洗店、便利店、租

房子的中介、卖车子的、卖水果的、卖特产

的、卖衣服的、卖鞋子的、糖水店的都拉进

来，你的孤岛就升值了。

你看看做房地产的，如果房地产开发商，只

是在一片空地建个房子，你看看谁买他的房

子？你看看他的房子卖不卖的起价格？但

是你会发现，所有的开发商房子建立起来了

后，都会把各种商家引进到这个小区。服务



这个小区的住户，让小区的住户生活更便

利。

同样，你的社群就是一个线上的社区，就是

一个虚拟的线上小区。你只有开放你的客户

资源，让理发店、鲜花店、饭店、KTV、奶

茶店、干洗店、便利店、租房子的中介、卖

车子的、卖水果的、卖特产的、卖衣服的、

卖鞋子的、糖水店的都进来。他们帮你去服

务好你的客户，不好嘛？

难道你的客户，不需要理发店、鲜花店、饭

店、KTV、奶茶店、干洗店、便利店、租房

子的中介、卖车子的、卖水果的、卖特产的、

卖衣服的、卖鞋子的、糖水店的？



菜市场为什么人多？你看这个步行街为什

么人多？那就是因为人家那里什么都有。所

以，人就多了，如果你去开个专卖店，一天

到晚就没几个人进来。

但是你开个超市看一下，哇，那去的人多，

为什么，因为超市里面有卖衣服的，有卖鞋

子的，有卖化妆品的，还有电影院，还有美

食。所以购物中心超市会比专卖店人气好。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群经营成一个购物中

心、超市，不要把自己的群经营成一个专卖

店。因为专卖店给客户贡献的价值太单一，

而把我们的群经营成一个超市、购物中心的



话，你会让你的客户各种需求得到满足，客

户各种需求得到满足，你的价值自然就体现

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微商都转去做

团购了。因为微商都是单一产品或者是几款

产品，但是团购是每天十几块不一样的产

品，一年下来是几千款产品。什么都有。所

以团购在这两年尤其是疫情爆发式增长。

社区团购做的好有兴盛优选、美团优选、多

多买菜，社群团购的代表有爱购。这些都是

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团购品牌。

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有的人，怎么学习



的。知识讲了无数遍，就是悟不到。悟到了，

也执行不到，然后进入一个死循环。不断学

习，不断学习。是学习的问题吗？

不是，是你根本不肯放空自己，你依然用过

去的思想在做，用过去的思想去做，所得出

来的一定是跟过去一样的结果。其实你需要

的是学习完之后，好好的感悟，好好的执行。

也就是古人说的，学以致用。学了不用，你

这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啊，还不如多在家陪

陪孩子老婆，或者带员工去旅游，或许这也

还可以提升夫妻感情和公司业绩呢。

所以，这么好的私域流量社群运营要是你掌



握了，你何愁做不大呢？何愁没客户呢？

接下来继续分享一个连续半年亏损的美容

院，用社群营销之后，扭亏为盈。20 天就

赚钱了。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大部分美容院老板娘都经历过或者正

经历着的痛。大家也都明白的很。但基本没

什么太好的方法。毕竟美容院这些年来都是

依靠传统的派单、扫街来引流拓客。

今天我想跟大家说 2 个现状，也是决定美容

院未来怎么走，走向何方的 2 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能吃苦，



是不能吃跟你一样的苦。

移动互联网时代，想要做好老板娘，必须要

懂得我上面的这句话的意思，那这句话是什

么意思呢？

因为很多老板谈到员工总会说，现在的年轻

人啊，不如我们以前能吃苦啊。其实，我们

要反思一下，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能吃苦

吗？是真的不能吃苦嘛？

其实不是不能吃苦。只是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工作方

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大家说是

不是呢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跟团队打趣的

说，有个 95 后的女孩子，今年春节跟父母

回到乡下看外婆，第二天起床，女孩看到自

己破洞牛仔裤被外婆缝补好了。

破洞牛仔裤不破了。这可把 95 后的女孩子

给弄得哭笑不得。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哭笑不

得的尴尬场面呢？这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

时代的美感，可能过去衣服以有补丁为美，

现在的衣服以破洞为时尚。破与不破，其实

都是美。只是看你懂不懂欣赏这份美而已。

同样的道理，过去做美业，以能去派传

单，去扫街、打电话为吃苦，可是现在是什



么年代了？现在是移动互联网年代了。

过去获得资讯主要靠电视台、收音机、报纸，

或者是宣传单。可是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获

取资讯、信息你还会依靠电视台、收音机？

报纸？传单吗？

是的，现在这个时代，获取信息的渠道发生

重大改变，不再单纯的依赖电视台、收音机、

报纸、宣传单。而是手机，尤其是微信、微

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之类的。过去开

店，地段为王，现在开店是手机为王！地段

为王的开店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现在

是手机为王的时代，会玩手机才能做好生

意。



你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玩手机可以玩到忘

记吃饭，叫吃饭叫几次才吃。玩手机可以玩

通宵。你说他们不能吃苦？他们笑你老了，

连熬夜都不行了，谁不能吃苦啊？人家玩手

机可以玩通宵，可以不吃饭。你觉得人家不

能吃苦吗？

不是人家不能吃苦，是你吃的苦和她们

年轻人吃的苦不一样而已。每一个年代吃

苦、奋斗、拼搏的标准不一样而已。

尤其是，派宣传单、扫街这样的工作，让年

轻人觉得很丢脸、很没面子，她们毫无兴趣。

但是她们愿意用手机用微信联系客户。这就



是现在年轻人和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区别。

所以，作为一个老板，要用她们，一定要懂

她们。一个不懂员工团队的老板，是无法真

正驾驭员工团队的。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

95 后）几乎不去美容院了。并不是他们消

费不起，而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去美容院的

习惯。她们更加喜欢医美，因为医美是立杆

见影的。马上做，马上变漂亮。这是所有年

轻女性的痛点，也是刚需。而美容院毕竟还

是属于外调内养，不能真正的做到变美。具

体说，不能立马变美，不能立竿见影的变美

哈。



再说，90 后的女生几乎没有身体发肤受之

父母的思想束缚，她们这一代更能接受微型

整容也就是医美。换句话来说，并不是年轻

的女性们没有消费力，毕竟随便整个鼻子，

整个脸什么的也不比去美容院消费低。决定

一个人能不能购买，永远不是钱的问题，而

是有没足够让她付款的动力。显然医美付款

动力是要比美容院的更大。所以，现在的年

轻人更多的热衷于选择医美。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过去截流在街头

（店铺为王、地段为王），只要店的位置好，

那么客流就不是问题，但是，移动互联网来

了，手机时代来了。现在是截流在床头的时

代了。客户还在床上的时候，刷着微信，玩



着手机的时候，就下单了。客户还没出门，

就截流在家里，截流在手机上，截流在微信

上。

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客户，她们是手机重症

用户，机不离身，她们更是那些掌握了手机

营销、微信营销、社群营销商家的重点关注

客户。

这几年快速崛起的完美日记，就是最典型

的代表，3 年不到的时间把一个美妆品牌从

0 到上市。

完全就是靠社群+短视频+直播实现弯道

超车的。所以，大家能来系统的学习：社群



+短视频+直播，我为大家感到非常的开心。

换句话来说，你不掌握手机营销、微信营销、

社群营销，你的客户，还没出门就在手机上

下单了。你觉得，你让一大堆人去扫街、派

单，还有什么机会了吗？

刚才说的 3 个因素，大家听明白了吗？

你觉得这三个因素，对你有帮助吗？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第一个因素还是没看

懂，第一个因素说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是

不能吃苦，是不能吃跟你一样的苦。

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不要再让你的员工去



派单了。因为你认为愿意派单的员工、愿意

扫街的员工才是能吃苦的员工。可是，在现

在的年轻人来说，我可以在微信上聊客户，

在微信上拓客引流，坐地铁聊客户，回到家

也可以继续聊客户，这也是吃苦啊。

现在是手机营销时代，现在是微信社群

时代。为什么不顺势而为，非要让大家去派

宣传单，扫街，不但没效果，还那么苦逼的

事呢。客户都在手机上了，你去街头有意义

了吗？

正如现在买个电影票，都会先在网上看下

影评，然后顺手在网上把票买了。虽然网上

购买要多几块钱手续费。可年轻人不会因为



省那几块钱手续费跑到线下电影院去排队

买票的。换句话来说，年轻人决定了去看电

影，还没出门就已经在家里用手机把票买好

了。

同样的道理，现在的年轻女性要去做个经络

推拿，都是在网上就选择好了哪家，出门都

是直接去店里，即便你在路上扫街、派单，

能改变已经在家里就决定去哪家的她吗？

让员工做她感兴趣的事，她会给你免费

加班加点，熬夜通宵都愿意，效率还很高。

因为这叫顺势而为。但，如果非要逆势而行，

不仅员工累，你收效也不好。最后，大家都

不好。



当然，我有很好的解决方法，大家要听吗？

一个让你的员工不派宣传单，不扫街，坐在

店里就能轻松拓客引流 300+，这样的方法

你要还是不要？

要的请回复 999

我们一起看看珠海莱茜美容院的老板娘是

怎么用亲子教育课程结合到自己美容院引

流拓客，一天超过 300 个的呢？

她之前的美容店一直没什么人气，都已经连

续亏损了半年多了。几乎都想放弃，可是，

在去年年中遇到了熊熊老师，我们教她用社

群营销、亲子教育课程来给自己美容院引流



到店的玩法。20 天后就开始盈利了哈。

做法非常简单的，我们给她提供了一套亲子

教育的课程，一共是 6 节课。还有 3 张海报。

然后她和她的团队，只需要在朋友圈和群里

发亲子教育课程的海报进行引流到群里。就

这样她用 1 天时间，进群听亲子教育课程的

近 350 多人





如果你有孩子，海报上的这些痛点，有需求

嘛？

这里有几个操作细节：

第一：刚开始发圈以及一对一发海报的

时候，一定要挑选客户来发，要发给本地的

用户，而且最好是你的美容院附近住的。

因为前期的用户是你裂变的种子客户。如果

种子客户不是本地的或者不是店附近的，那

么后面她所介绍的朋友或者拉进群学习亲

子教育课程的朋友也不是本地的。



那这样进再多的人到学习群里，对于美容院

老板娘而言，也没有什么用。毕竟美容院是

服务不了外地客户或者太远的客户的。

所以一开始的用户，都必须是你和你的团队

一对一的邀请。确保是本地的以及是店附近

的。这样，后期让她拉自己的朋友进群的时

候，进来的也都是附近的或者本地的。

另外在发圈或者公告的时候，一定要注明，

不是本地的或者附近的不要进。一定要注明

这一点，让老客户拉人进群的时候，也是要

交代这一点。

那么问题来了，很多人说，早期的种子用户



去哪里找呢？

第二、你的美容院里面肯定有很多进店的客

户。这些进店的客户，无论是体验客户，还

是购买过套餐的客户，都是你的种子客户，

因为进过店，体验过，或者消费过，意味着

一定是本地的，或者是店附近的。

所以，这些客户绝对是你的种子客户，是你

能够裂变新客户的核心。

不要担心这些人喜欢不喜欢听亲子教育的

课程。因为任何东西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

欢。只要家里有孩子的女客户，你告诉她，

为了回馈老客户，你们专门请了韩国知名亲



子教育专家给大家群里分享如何做好孩子

的家庭教育。

而且是免费的，相信进群，总好过进店容易

的。毕竟每个妈妈都希望努力做好一个好妈

妈，但是怎么做呢？她们是有学习的需求

的。而且这个是针对老客户的免费福利

第三、不用担心，客户进群了，因为每个客

户的产品、套餐价格不一样，而在群里发生

不愉快的事情。

事实证明，2018 年到现在，这套方案在美

业行业，至少超过 2000 个门店用了这样的

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生一例在群里因



为产品、或者服务、或者价格不一致而闹不

愉快的。

你担心的都不会出现，因为，如果是抱怨客

户，是对你有意见的客户，你发信息给她的

时候，她会立即找你理论，要么她进群，要

么找你理论。如果找你理论，肯定不拉她进

群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一对一的发一个话术给

客户，比如，要学习的请回复 1，我明天统

一拉你进群学习。客户回复 1，你明天拉她

进群学习。

对你一直有意见，有抱怨的，看到你发这样



的信息，几乎上是不回理你的，因为对你失

去信心了。即便理你，也会直接私信跟你理

论的。跟你理论的人，一般不会给你回复 1，

不回复 1，你不拉就行了。

即便，真的出现了有人在群里捣乱，立马剔

出群就是了。不要太担心。毕竟群里的人绝

大部分都是认可你的，都是喜欢你们的。他

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并不会因为某个人说了

不好的话，而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所以，这些你都不用担心，你唯一要担心的

是，进群的人会很多，你要服务好。因为要

动员那些老客户给你拉朋友进群听韩国知

名亲子教育专家的亲子教育课程。



永远记住：过去，你让老客户介绍朋友到店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毕竟你的店是个消费

场所。朋友跟不跟老客户来呢？比如，有个

朋友让你去一个美容院，你去还是不去呢？

去，那是个美容院，你暂时没有消费的需求，

不去嘛，好像也不太好拒绝你的这个朋友，

所以，大多时候，都会说，最近没空，又不

得罪朋友，又可以不去。

你不跟朋友去的原因是，去的地方是一个美

容院，那是要消费的地方。但，你的朋友知

道你有个 5 岁的孩子，她给你介绍说，有个

韩国知名的亲子教育专家的亲子教育课程

非常棒，让你进群免费学习。是不是更容易



接受呢？

因为，进群，又不是进店！群里没有你想要

的东西，你可以随时退出，你没半点损失。

进店不一样哟。走大老远，需要时间成本，

关键进了店，不像在群里一样，那么容易出

来哈。大家说是不是啊？

所以，微信群亲子教育课程很容易就可以把

老客户的朋友给裂变到群里。然后，群里讲

课 6-7 天后，大家因为对授课内容的认可，

转而对你美容院的认可的时候，再用抽奖的

方式或者发福利的方式让客户来店里领取

礼品、奖品。这就实现了客户自愿进店、到

店的机会了。



客户进店到店领取礼品、奖品的时候，设计

好留客、锁客的方案，比如 99 元的 20 次艾

灸，比如 39.9 元 5 次面部护理。是不是很

容易在第一次到店的时候，就锁客、留客了。

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下珠海莱茜美容院是

如何通过亲子教育课程这个课，激活了很多

沉睡的老客户的。大家都知道美容院会有很

多沉睡的老客户，平时无论用什么方法都难

以激活她们。但是当你建立了微信社群，免

费学习听课，群里搞各种游戏活动，抽奖的

时候，会让一大帮的沉睡客户重新活跃起

来。



按照莱茜的说法就是，那些沉睡客户，进到

群里之后，每天跟着玩游戏，玩的超级开心，

经常笑到肚子疼。眼泪都笑出来了。其实，

客户开心了，后面还故意让这个沉睡老客户

中奖，或者故意让这个老客户 1 元秒杀到 3

斤土鸡蛋。然后就约她到店取奖品或者取秒

杀的土鸡蛋的时候，给这个老客户升单。

莱茜最拿手的就是，1 元 1 斤土鸡蛋，或者

1 元 1 斤香蕉，秒杀一个，到店一个，搞定

1 个，最少都是 6000 元起升单的。最高的

几万元。她就靠着微信社群的玩法，在珠海

连续亏了 6 个月的美容院，就这样 20 天后

就开始盈利了。





所以，换换观念，换换思维，其实，生意会



越做越好的。不要老是抱着过去的经验和方

法在打转。有的时候，困扰我们前行的往往

是经验哟。

那么今天我的课程就到这了，如果你觉得社

群营销不错，你也希望你的朋友一起掌握并

且学习，你也希望你的朋友可以系统的学习

社群营销课程，毕竟未来是手机营销的时

代，更是微信社群营销时代。

那么你可以把邀请你进本群的朋友的微信

名片推荐给你的朋友。

董明珠在两会上提议，抢手机的判 10 年，

偷手机的判 5 年，她说，因为手机不在是过



去的手机，现在的手机太重要了，什么都在

里面。手机丢失了比丢失身份证还可怕。从

这你就要明白，手机将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手机的重要性也意味着未来一切都会在这

台小小的手机上做营销，做文章。

未来不懂在手机上做营销，不懂在手机上做

文章或者具体说是在微信社群、短视频爆

粉、直播带货上做营销，将越来越难！毕竟

现在打开手机第一看的和最后关的都是微

信。

如果你对今晚的课程有启发或者收获，可以

写个学习感悟丢到本群，我们明天晚上 8 点

不见不散。未来 6 天，我陪你们渡过，我把



我所学所会都分享给大家。晚安

大家不要发感谢哈，大家可以写下你本次课

程的收获以及感悟。学习不悟必走老路哟。

熊熊老师等大家的学习感悟。写好了直接丢

到本学习群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