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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有在的嘛？今天是 6 节理论课的最后一课

了。我们一二节是讲的社群，三四节讲的短

视频，昨天第五节和今天晚上第六节讲的是

直播。

今天我想给所有参加学习的同学一个超级

福利，而且这个福利是免费的。我看看有多

少人想要的，想要的回复 12345

最近好多同学给我们的助教老师（邀请你进

本群学习的就是你的助教老师）留言，说，

熊熊老师的课程好是好，但是听起感觉不



错，想要去做的时候，就蒙圈。不知道如何

入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没错，毕竟无论是社群营销还是短视频抑或

是直播，都是新鲜事物，从昨天我问大家对

花椒、映客、一直播等直播平台，有大部分

人都没听过，就知道大家对这些新鲜事物的

知识断层太厉害了

更别说是实操层面的知识或者技能。所以，

我在今天晚上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给所有

想要掌握社群营销的，想要掌握短视频爆

粉，想要掌握直播变现的，一个超级福利！

而且这个福利是免费的，不收一分钱的哟

这样的一个福利，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你获得了这个福利，很简单，你就可以



获得熊熊老师整个团队在线上 21 天的社群

陪跑服务。关键是免费的

21 天社群陪跑服务含括了社群营销的实操，

短视频爆粉的实操，直播变现的实操。我们

整个团队会在线上一对一的，手把手的教

你。从文案到话术、到流程全部有人教，有

人带，关键是免费的。

大家觉得这个超值不超值，觉得超值的，觉

得想要获得这个 21 天社群实操陪跑营含括

了社群营销的实操，短视频爆粉的实操，直

播变现的实操当下互联网最火最爆的三大

领域。回复：9999

我看下有多少人回复 999，我今晚就给多少

个名额哈。不回复的，名额肯定没有的哈。



自己都不争取，你回复一个 999，但是我要

给大家服务 21 天。你花 1 秒钟的回复，我

要花 21 天来服务你。这样都不愿意回复，

只能说明

第一、你不需要，或者你过去 6 天都没有关

注我们的课程，甚至连一课都没学。我想问

一下大家，熊熊老师的团队用心不用心服务

大家

大家觉得文字看起来不是很好，然后熊熊老

师每天中午 12 点空着肚子为大家来进行语

音重播，这样的服务用心不？

不仅给大家提供图文或者语音两种授课学

习的方式，每天还把课件整理成可在手机上

阅读的 PDF格式文件。每个字，每行字我们

都精心的进行标注



我们都是站在你的角度去标准，为什么这样

做，因为熊熊老师总担心大家对文字过多

后，会产生阅读疲劳

为了大家不阅读疲劳，能把课件愉快的阅读

完，吸收完，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花 1 个多

小时去整理优化课件，让你们拿到手后，看

起来不会那么的密密麻麻的文字，没读几

下，就视觉疲劳，然后放弃学习。

所以大家如果一旦获得免费的 21 天陪跑名

额，大家是不是不用担心熊熊老师的团队的

服务态度啊。毕竟有些人会觉得，免费的可

能服务不好。但是我们这 6 天的课程 不也

是免费嘛，大家能感受到熊熊老师团队的用

心吗？能的，回复下熊熊老师



现在每个群的班主任，统计一下，有多少人

回复 999 的，我们在下课后，就统计出来，

有多少个回复，我们就给多少个名额。下课

后统计给我，没回复，坚决不给免费名额。

这几年社群营销、短视频、直播这三大新鲜

物种，是无处不存在。这也是未来 3-5 年最

赚钱的应用技能。谁能学会，谁在未来的 3-5

年将获得相应的回报

尤其是社群，因为社群是所有的基础，不管

你是做直播，还是做短视频，不管你是做快

手还是抖音，甚至是视频号，最终都绕不过

去的是社群的应用

换句话来说，社群是每个行业、每个企业、

每个创业者或者每个从业者最基本的应用



技能，也是标配。

大家知道一个普通的社群运营人员，一个月

大概的工资是多少吗？大家猜猜



目前随便一般的社群营销人员职位都是在

1-2 万之间，还是小公司。大公司都是 2.5

万起，而且还是基础工资，不包括提成、奖

金之类的

美团、多多买菜的社群运营主管年薪是 150

万，不含其它奖金或者福利。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过去 5 年，熊熊老师培

养了超过 1.6 万名的社群运营操盘手，为这

个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了当下最为刚需的社

群运营操盘手



当然，有的人学会了之后，为自己的项目或

者团队服务，由此他们的业绩增长了，这在

第一课给大家讲的时候提到了

所以，你掌握了社群运营，要么可以为自己

的项目服务，要么去接别人的项目，可以拿

服务费用，也可以进入企业。

其实，现在所有的企业都需要一专多能的人

才，也成为复合型人才

也就是不仅懂社群，还要懂短视频，最好还

能懂直播。这样的人才是一专多能型人才，

社会上求贤若渴。大家希望自己成为一专多

能的人才嘛

这也就是我们开设她时代成长课堂的初心。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我们的课堂上得到成

长。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报名的时候积

极，但是报完名后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样是

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希望成长，不希望在未

来的时代被淘汰。那么你的报名，希望是真

诚的报名。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虽

然我们是免费的。但是我们也有原则的

以下几类人，我们是坚决不要的：

1、报名积极，报完人不见

2、急功近利，想一日学成

3、只索取，不奉献的人。

尤其是第三种。为什么第三种人我们非常反

感呢，因为如果人人都在索取，没有人奉献，



那谁愿意来奉献呢。尤其是社群、短视频、

直播的时代，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根本不行

尤其是大家都是小白，连门在哪里都没摸

到，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怎么可能成功呢。大

家说是不是呢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组建 21 天陪跑营的核

心所在。

理论课程都教了，但是如果没有大家一起

来，这也是很难的。所以，接下来我说说，

为什么大家一起抱团能够真正的通关？

昨天是不是给大家讲了抖音快手有前5次的

直播考试，前 5 场的直播数据决定这个账号

的生死，大家还记得吗，记得的回复 记得



有人问，怎么奉献，放心，不用你奉献学费

给我哈。接下来我就说说，大家如何奉献

昨天晚上给大家讲了如何通过抖音和快手

的前 5 次数据测试。现在就给大家分享，要

不要？

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烧钱，大家都知道玩互联网是烧

钱的，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对吧

但是，熊熊老师第一课就跟大家说了，熊熊

老师最擅长的就是让大家不花钱、少花钱还

能办大事的，还记得第一课的时候，我提过

嘛

所以，熊熊老师最不推荐大家的就是烧钱的



玩法，毕竟烧钱也不是每个人能烧得起来

的，烧钱也是有概率的，如果烧钱能搞定全

部，那这个事就简单了，关键，很多人少了

不烧钱，结果没有获得。所以熊熊老师不希

望大家最后的结果，少了钱，没有结果

第二种方法，就是去年包括现在也很流行的

卡直播广场的玩法。卡直播广场的玩法成功

概率很高，但是，封号的概率也很高。一般

这种是属于专业玩家。买别人的账号来玩

的，玩坏了继续买。一般一个账号几十块到

几百块不等

毕竟抖音快手都是实名制，一个人的身份证

一旦被官方封号了，那你在这个平台永远无

法再玩了。



这叫永久封杀！！！！

所以，这一类，除非是专业玩家，专业玩家

从来不用自己的身份证去注册抖音或者快

手，都是直接去买别人的身份证信息来注册

的

现在专门有一个产业，就是有一帮人跑去诸

如贵州、新疆、宁夏等偏远地区的农村，让

满 18 岁的人注册抖音或者快手

注册一个，给 20 块钱给这个农村人，然后，

人家 30 元卖给城里专业玩家。

所以，这条路，熊熊老师也不推荐大家。那

么熊熊老师给大家推荐了第三条路。大家要

听吗



要听的，要掌握的，回复：我要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人人都能玩的方法，加

入一个团队，抱团作弊！！！

数据是可以刷出来的。那么怎么刷数据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昨晚说的 6 大数据。

1、 直播时长，你自己可以做，这个也没人

能帮的了你。也不需要别人帮你。

2、 收获音浪 你也可以自己用一个小号给

你刷礼物。

3、 观众总数，这个就没办法了，因为你自

己注册不了那么多小号，那有人说，我可以

去买机器人啊，大家千万不要去买机器人来

挂，机器人对账号的权重没增加作用。

所以只有一种真实的作弊方法，那就是加入



一个团队，你直播的时候，这个团队都进你

直播间，这时候你的观众总数就有了。大家

明白了吗？

尤其是第三条，这也就是为什么，熊熊老师

一再要告诉大家要抱团学习，抱团实操。因

为我们会给大家排班，比如你今天去开直播

的时候，我安排大家去你的直播间，这样你

直播间的数据就非常漂亮。

这也是我说的，大家要奉献，不能只索取的。

如果别人去你直播间帮你了，然后你不去，

请问，这样的人，我们要不要？

这样的人不仅我们不要，而且，这样的人我

们也有方法弄死他

很多学员之前跟熊熊老师说，让我收大家的



保证金，说，这样的人出现，可以扣保证金。

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熊熊老师能组织大家一起帮你把

直播间数据做起来，也有办法把你的直播间

弄死

超级简单，专门搞一帮机器人，去你直播间

黑你，说你不诚信，说在你直播间买了东西

你不发货，说你是骗子。你觉得你直播间还

能做起来么

所以，熊熊老师不收大家一分钱，也不担心

遇到这样的人。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千万别报名。不然弄到我去花钱弄机器人来

搞死你，就没意思了

目前为止，我们手把手的教了那么多学员，



还没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也不希望在这一

期出现这样的状况，大家说好不好。因为收

保证金不是我们要的目的，我们是希望大家

能真正的学到东西，能把自己的账号真正做

起来。大家懂吗

4 新增粉丝 如果你去买机器粉的话，机器

粉没有活跃度，所以会对账号权重拉低，也

就是这条路你不能走，还是加入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相互关注，相互捧场，新增粉丝这

个数据也能解决。

5 付费人数，当你加入了团队，每个人给你

刷 1 毛钱，500 人，给你刷，你付费人数的

数据自然就优异，抖音就会判定你的账号权

重高。

6 评论人数 当你进入到一个团队的时候，

500 人给你在直播间互动，你觉得评论人数

还会少吗？直播间还 活跃不起来吗？



所以，当你加入了一个这样的团队的时候，

就能轻松搞定以上 6 个数据，搞定以上 6 个

数据，你就能通过抖音或者快手的前 5 次直

播数据考核。你就能轻松玩转从 0 粉丝开直

播，我有很多的学员，都是通过掌握了这些

技巧和规则，快速的获得了平台的推荐机

会，上热门了，然后快速的变现。

其实，这个年代早已经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的年代，想要成长或者发展，必须加入团队，

抱团成长。大家说是不是啊。

要加入熊熊老师 21 天社群实操陪跑营的，

回复：抱团成长

记住，只索取，不奉献的人，就不要回复了，

不认同这样理念的人，也不要回复了



一会班主任，统计下，回复 999 的同学，并

且回复了 999 的同学，晚点我弄个接龙出

来，大家群里接龙，接完龙，找自己的助教

老师去报名。助教老师就是邀请你进这个

群。

再次说一下，助教老师就是邀请你进这个群

的朋友

21 天社群陪跑服务含括了社群营销的实操，

短视频爆粉的实操，直播变现的实操。我们

整个团队会在线上一对一的，手把手的教

你。从文案到话术、到流程全部有人教，有

人带，关键是免费的。报名接龙：

1、熊冠亮

2、



大家按照这个格式接龙哈，接龙的时候，看

下自己的名字，是否被覆盖了，人多接龙，

大家给点耐心。不要急躁。急躁的人，熊熊

老师也不要哈，抱怨的人熊熊老师也不要

哈，所以学习要有好的态度

今晚就到这里，大家接龙走起，然后记得找

自己的助教老师报名。到时助教老师会把你

邀请到我们的抱团成长群哟。助教老师就是

邀请你进本群的哈。

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