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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最后一课了，明天

中午语音重播后，我们就解散本群了哟。还

没有报名抱团成长 21 天社群实操陪跑的，

抓紧报名哈

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个群给最后 30 个免费名

额哈，名额抢完了后，我们就不再收了。

最后 30 个免费名额哈，抓紧时间哟。



直接讲干货，废话少讲哈。一个从来不懂社

群团购的小白是如何把面膜、月饼卖断货

的？今晚 8 点熊熊老师最后一课给大家分享，

小白直接用得上的文案和话术。大家要不要

掌握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经典案例，主人公

跟大家一样，没学习社群营销团购卖货之前，

他在湖北襄阳老家做传统生意，而且传统得

不能再传统，就是卖桶装水。

在这之前，他曾经无数次想转型互联网，可

是谈何容易?他说：我们在线下做了快 30 年

的买卖，思维固化，思想僵化。怎么在互联

网上做生意，卖东西，获客(互联网把获客叫



了个高大上的引流)，我们一窍不通。

他是 1971 年出生的，今年 50 岁的人。跟

我学习社群营销后和几个社群学习中结识

的同学一起干社群团购卖货，或许在很多人

看来，卖桶装水的老男人转身做互联网社群

团购，并不靠谱，而且是互联网社群电商这

样的新兴物种。

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各行各业竞争加剧，

一片红海，无论是开工厂、开公司、开店铺、

做工程还是搞电商、微商.....都在比价格，比

质量，比服务，忙了一年到头，也没有赚到

多少钱，甚至还亏钱。



当老板的赚钱难，越来越困惑，参加了各种

培训、学习，花费几万乃至几十万、上百万，

公司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困境重重。

很多工薪阶层、白领精英、宝妈兼职做起了

微商、直销、金融盘，可是货到了手里，想

销出去却难上加难，要么压货，要么被骗。

本想快速致富，打一场翻身仗，可是成功的

人总是那么少，赚钱和自己没有缘。

但是，这么多人，这个 50 岁的中年男人，

却成功了，按照他的说法，是熊熊老师的系

统好。没错，我经常说，成功是系统的，失

败是片段的。这个年头很多人学了一招半式

就去打天下，不失败才怪呢



我们一贯来都是按照，看一遍、听一遍、悟

一遍、练一遍、然后再自己去干。

不然熊熊老师为什么那么累要给大家图文

课程，第二天还要给大家语音课程呢？然后

还不断的让大家写感悟呢？然后还要给大

家搭建抱团成长 21 天社群实操陪跑营？搭

建这个抱团成长，不就是让大家在这里练手

嘛

你理论之后，直接自己去干，会蒙圈，但是

在熊熊老师组建的抱团成长陪跑营里，在这

里练手，练好了再自己单独干，这是多么稳

妥的事呢，大家觉得对的，回复对



请问，你在熊熊老师搭建的抱团成长的陪跑

营里，练手，技能练好了，人脉混多了，这

些是你受益，还是熊熊熊老师受益？

有多少人，光学不练，也不干的。基本上也

就是白学。浪费时间

在这里可能很多人对他一个不懂社群的小

白，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他一个卖桶装水

的老头，3 个月多的时间就在全国建立 1200

个代理团长?覆盖全国 300 个城市，活跃用

户 30 万？

猕猴桃上线 5 分钟售罄 10000 箱!面膜 29



分钟卖出 20000 盒!月饼半小时卖光，睡眠

枕头上架 10 小时卖出 4000 个!大家应该对

这些数据比较感兴趣对吧?

他其实一开始也不听话，因为人啊，都要多

碰钉子，不碰南墙不回头，大家说是不是啊

他其实学习完我们的社群课程后，自己在襄

阳老家，帮助一个连锁幼儿园做社群操盘。

运营了 20 天，碰了一鼻子灰。

他明知道，先要在熊熊老师的内部组建的陪

跑营先实操，但是，人嘛，比较性子急，总

觉得自己学会了，其实那不叫学会，那叫看

会了。



这一做，直接一鼻子灰。为什么是一鼻子灰

呢？大家想听吗

他当时去实操的襄阳的连锁幼儿园，一共有

6 个分校。合计 120 多个幼师。他呢按照

20 个幼师为一个大队，一共分了 6 个大队，

他出任总队长。结果这个空降兵，在 20 多

天里，根本搞不定下面的人

120 个幼师，下了课，回答家以各种理由和

借口说自己忙，不参与线上引流以及和家长

的微信互动。

然后，他来广州找我，跟我说了自己的遭遇。



我告诉他。核心原因是没有在我提供的平台

里进行实操。

他问，熊熊老师，我知识都掌握了啊，技能

都掌握了。怎么去做就不行呢

我跟他说，很多人在乎的知识，在乎的技能，

是的，没错。但是，创业，管理，运营，核

心是要有团队，有班子。我问，你的班子在

哪里，你的团队在哪里？

他说，我的班子不是在襄阳组建了 6 个大队

吗，还有 120 人的团队呢

我说，那不是你的班子，那不是你的团队，



那是人家的班子，人家的团队，你根本指挥

不动。

真正的班子，真正的团队，是指你的嫡系部

队。你有么？你一个可信任的人都没有，你

一个人去指挥 120 人的队伍。这不是开玩笑

嘛

他问，那我该怎么办。我说，你应该沉下心

来，在熊熊老师这里实操。在这里你通过实

操，你会结识一帮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关

键，大家都实操过，相互同频，相互懂对方。

你一个懂的人，带 120 个不懂的人，不累死

你才怪。



由于这 120 个人，都不懂社群，不懂互联网，

正因为不懂，所以，才不去执行，这是很多

人的通病！！！

然后你就要给这 120 个人解决各种不理解

的问题。你的时间和精力全部都用在解决各

种内部问题去了

这是你所谓的团队吗

真正的团队，需要每天解决思想问题吗？

他听完后，说，老师我错了，我这一期留在

广州好好的实操陪跑。我要做总队长。接下

来他在广州呆了 3 个月，做了总队长，我给



他分配了 10 个大队。带了 200 多人。他连

续三个月获得第一名。

接下来，他再回到襄阳去继续操盘那个连锁

幼儿园的时候，他跟他的 10 个大队长说，

有谁愿意一起去实操练手的？有7个帮他去

带队了

然后他把之前的 120 个幼师，重新分队。分

成 6 个大队，关键 6 个大队的负责人都是他

之前在广州实操的大队长。

他们配合默契，相互知道对方要什么。再去

襄阳操盘的时候，每个熟练的大队长带 20

人，分割 120 个人后，这次他成功了。一个



秋季招生收款 800 多万。

我们的学习步骤是：一学二练三实战。

我们为什么要设计：一学，二练，三实战呢?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学了很多的理论，也没

用过 1 次。

还有些人，一学了一点点的理论皮毛就自己

干去了。

结果，一干就砸!

哪个篮球运动员，不是先学习方法，然后自

己在球场上没日没夜的练习，练习好了才上

战场的。即便篮球奇才乔丹，都是打了一辈



子篮球，练习了一辈子篮球。

一周才 1 次真正的比赛，但是他们却每天坚

持练习。

你可想而知，练习的重要性。 再次论证一

个道理：

学什么不重要，怎么系统的学才是最重要的。

系统学习必须有：理论学习、沙盘实操、实

战开干。

走路简单吧?我们每个健康的人都会走，我

们天生就会走路嘛?肯定不是，是经过学习



大人走路，然后父母带着我们练习，最后，

放手给我们自己走。

有多少人，什么都学，但最终无法掌握真本

领，应该就是只关注学习，没有关注怎么系

统学习。

正所谓，成功是系统的，失败是片段的，还

有句话说的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毕竟大部分人对某个片段认可，认知是比较

容易，对整个系统正确认知是难的。因为系

统太大了，不是人人都能感知、认知到的。

正如中国这么厉害，到现在电脑操作系统依

然没能开发出来，因为系统太庞大了。



其实他最担忧的是如何带着一帮跟他自己

一样不懂互联网的小白在线上作战，教会他

们远程作战。还好，每次有困难的时候，这

家伙就来找我了

我当时跟他们说，互联网作战一定是标准化、

规模化。

比如引流有标准化、统一的海报和统一的文

案，几点几分几秒发出，都有严格的控制。

大家只要根据总部发出的海报以及文案转

发，复制黏贴就能够帮助团长在本地裂变流

量。

大家想不想熊熊老师帮助大家设计海报、设



计文案，然后成立属于你自己的本地同城团

购社群？

想的回复：666

其实建群容易，运营难，大家还记得我们第

一课，我告诉大家要把自己的群经营成一个

专卖店呢还是经营成一个购物超市呢？

没错，肯定是购物超市，但是购物超市，这

里每天就要有很多新的、优质的、有竞争力

的商品，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这里又面临

的是一个系统。当然，如果你要实操的话，

这些都不是问题，熊老师能帮助大家解决任

何问题。真正实现，边学，边练，边赚，边



成长。这样大家说好不好

产品质量很重要，我认识的一个北京做社群

团购的，凭着自己的强关系朋友圈，第一个

月卖鞋子就赚了 3 万多。第二个月就没有第

二个月了。因为后来都没人在他那买了。

原因就是，鞋子质量太差，穿不到 1 个星期，

鞋跟就掉了。这样的鞋子质量，你作为消费

者，你会买嘛?肯定不会!社群是卖的信任关

系和产品品质。别人愿意跟你买，是因为信

任你，但是产品品质不好，估计后面连朋友

都没得做了。

接下来说下月饼是怎么轻松卖出去 20000



盒 的 。 198 元 的 月 饼 他 们 69.9 元 特 卖

20000 盒。有的时候，不是你价格低就可以

卖出，大家认同嘛?价格再低，客户没需求

也是白搭。

还记得刚才我说的社群，强调的标准化文案

吗?

当时，这真的是手把手教他们写出扎心的营

销文案啊。

对于月饼，一开始他们的文案是这样的：



这是最开始的月饼促销文案。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感受呢?

后来我亲自操刀指导，从客户定位出发，挖

掘客户的需求。我们一起来看看熊老师我当

时写的月饼促销文案——

生意的核心在于老客户!一家公司，一个店面，

一个团队业绩做的好不好，不取决于日常销



售的好坏，取决于老客户复购和转介绍!所有

做的好的企业，无论是电商、微商、实体门

店、团队无不是老顾客维护的好!每年中秋佳

节，是最好维护老顾客的时候!中秋佳节，你

有给你的核心客户，员工团队，送月饼吗?

关键，我们懂你，我们的月饼大气价格还实

惠!让你送的出手，送的有面子!关键还不心

痛!198 元高档月饼，今天下午 3 点，震撼

开抢!



这样的文案，一开始能看出是卖月饼的嘛?

好些朋友一看开头以为是搞培训、卖课程的

呢。结果到了最后，都心甘情愿的买月饼了。

因为一句话：关键，我们懂你，

我们的月饼大气价格还实惠!

让你送的出手，送的有面子!关键还不心痛!



就是这句关键不心痛，哇塞太扎心了。

好多客户看到这个文案，直接私下下单 100

盒，尤其是做酒店行业的，很多企业客户（享

受协议价的企业客户）

没做过团购的人，可能有人会问，把文案发

哪里去呢?谁会看得到呢?

他们不是有 1200 个团长嘛，这 1200 个团

长都按照我教的方法，建立本地放心团购群。

从群名你就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购物的本

地群。你们报名抱团成长 21 天社群实操陪

跑营，这些我都会毫无保留的手把手带大家

哈



1200 个团长，每个团长 1-3 个团购群，每

个群 300-500 人，意味着一条月饼文案出

去，就是几十万个群友看到。几十万人看到，

卖个几千盒就是十几分钟的事情。

团长如何搞到更多人到自己的群里，后面我

们会有系统的课程，大家可以好好跟着学习，



记得要系统的学习，不要学一点，不学一点，

更不要，学了一点就放弃，或者直接自己去

干了，没有练习，99%的人会失败。

当你有几千个群，几十万购物的用户的时候，

你还用的着去开店嘛?你还用的着去淘宝店

上卖东西嘛?你比线下的便利店、超市流量

还大，关键你还没有成本

当你有 100 个团长，每个团长 2 个群，每

个群 300 人，你就有 6 万群友，虽然你跟

这 6 万个群友是陌生的。但团长跟自己的那

1-2 个群的群友是朋友或者是好友啊，他们

是有信任基础的。所以卖货贼爽啊



每个人身边至少都有几百个上千个好友，这

些好友平时都要消费，现在只是你把他们拉

到群里，然后卖好东西给他们，而且价格更

实惠。就是这么个道理。

未来，这样的模式是主流的。因为当今的商

业：产品可以模仿，模式可以抄袭，唯有你

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任何人无法模仿和抄袭

的。

客户，凭什么给同在 1 个小区做团长的宝妈

买奶粉，而不去淘宝买?因为这个客户更相

信同一个小区的人。大家都一个小区，低头

不见，抬头见，谁好意思为了赚点小钱，卖

劣质产品呢?以后还要不要在这个小区混啊!



这是社群营销团购卖货最大的商机，因为信

任，因为强关系。没有了这层关系，社群营

销玩不转。没有了优质的商品作保障，也是

凉凉的节奏。

我们再来看看面膜 20000 盒，枕头 4000

个又是怎么卖出去的呢，大家想听嘛?想听

的打 777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他们自己的文案哈：



这样的文案比较普通，不能打动消费者，那

么大家要不要看看熊老师我的面膜文案是

怎么写的呢?



文案主要讲功能，让消费者清楚这个面膜用

了后能解决什么问题，文案的本质就是要帮

客户解决问题，比如月饼，是帮助客户解决

花小钱办大事，不心痛的问题。



我专门针对宝妈的消费者写了个文案，把宝

妈的痛点挖的足够的时候，产品就自然卖出

去了。



这是针对男性买给女性的用户了哈。所以一

款产品出去，一定要多维度的营销。用不同

的文案搞定不同的消费者。这是社群团购最

核心的--文案为王。

很多人有好产品，有好项目，可是因为不懂

写引流文案，不懂写销售文案，结果好产品

烂在手里了。但是你要跟着我学销售文案，

你一定可以快速掌握到精髓，我们后面课程



也会讲到文案系统，要学扎心文案系统的，

刷个 777，我看看多少人想学哈，我们从来

不缺一刀扎心的文案。

其实，他们能快速做起来，不仅仅是刚才说

的这些。主要是我教他们一整套社群系统，

比如引流系统、文案系统、成交系统、裂变

系统、讲师系统，当然 5 个系统，只要你报

名了抱团成长 21 天社群实操陪跑我们后面

都会详细拆解分享给大家。

现在很多人不赚钱，店面（不管是实体门店

还是电商店铺）亏损，根本的原因是不懂销

售，不会销售。收入少，费用高，每天为房

租、员工工资、进货款发愁，肯定是亏损哟。



不管你现在是工厂老板、公司老板、实体店

老板，还是做直销、微商，只要不能解决销

售问题，不能成为销售高手，你就不可能赚

到钱。

那么销售真的是那么难吗?

不是的，任何事情都有规律，只要我们把握

住了规律，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销售问题。

不管哪个行业，要解决销售问题，实际并不

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难，我们只要解决了两个

最关键的问题，就可以解决销售问题。



一个是客流问题，第二个是成交率的问题。

任何行业任何产品的销售，只要解决了这两

个问题，都可以实现快速回款或者是一个高

的销售额。

我们现在经营的项目之所以出现困难、出现

问题，很显然要么有一个环节没有做好，要

么这两个方面都没做好。

那么今天我就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怎么来解

决这两个问题，从而实现我们销售的倍增。

假如说我们是开实体店的。大家想一想呢，

如果说我们店面装修好了，房租也出了，员

工也请了，可是我们没有客流，即便我们销

售的产品再好，我们的服务再好，那么我们



这个店面依然是亏损的，因为没有客人进来。

所以说，实体店也好，做微商也好，做直销

也好，做其他的商业类的项目也好，如果说

我们的客流量不够。那么我们的销售就不可

能取得进展。

为什么我们客户少呢?我们传统思维中有一

个误区，我们情愿在房租上、在装修上、在

请员工上花费了巨大的费用和心血，可是我

们却不愿意在我们的客户身上投资，不愿意

花钱引流。

情愿把钱作为广告费付给广告公司、付给新

媒体、付给报社等等，却不愿意把这个钱花



到我们的潜在客户身上。

在我们传统的思维中，大家习惯了赚快钱。

过去我们赚钱成功，是因为某一个项目可能

比较好，竞争不是特别激烈，我们比别人提

前获知了这个资讯，同时我们自己有一定的

优势和特长，所以能够快速的赚到钱。

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竞争都非常残

酷，多个商家追着一个客户跑，哪个行业能

够轻松的挣到钱?

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客流问题?

用社群的方法来引流，从来就不是障碍，我



们至少可以设计二十种引流的方法。但是在

设计这些方法之前，我们要根据项目和行业

的特点，仔细地思考和市场调查，我们能够

承担的引流成本是多少，我们引流来的人，

和我们的目标客户匹配率多大，这是引流设

计的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引流成本，一个

是我们引流的转换率是不是匹配我们的目

标客户。

其实光是引流方法就有不下 20 种，我们来

一起看看都有哪些引流打法：

团队组合引流 红包游戏引流

文案引流 礼品引流 老客户奖励引流

店面引流 朋友圈引流 异业引流



热点话题引流 工具引流 公众号引流

短视频爆粉引流 直播引流

主要依靠线上引流，因为线上引流的成本是

最低的，引流只是整个系统的极小一部分，

这套系统包含了文案推广系统、客户引流系

统、讲师系统、成交系统、销售裂变系统。

全部做成模块化、标准化，教会你和你的团

长操作执行就可以了。

以上的这些就是整个社群营销系统，当你掌

握了所有的引流方法的时候，你还愁怎么招

募代理商或者团长嘛?当你有了引流方法的

时候，你还愁产品没人卖嘛?



当你掌握了扎心销售文案系统，你还怕客户

不下单嘛?

当你掌握了群里讲课的能力，掌握了成交裂

变能力，社群变现，团购卖货那不是水到渠

成的事儿嘛

你只要好好跟着学习，熊熊老师都会把这所

有的教给你。最怕的就是你半途放弃，学了

一点就不见人影了。

要坚持学习的，请回复：

我一定要完整学习社群营销!

用社群营销，团购卖货可以帮助实体门店、



或者项目、产品单一的非实体，用社群营销

这些客户会更有粘性，举例，如果你做美容

院，先通过线上引流进群(本地放心团购群)，

然后先在群里卖些纸巾、水果、米面粮油、

面膜、土特产，客户肯定接受度更高，但是

传统的经营美容院，陌生客户一进店就恨不

得让人消费几千上万，哪个客户敢进店啊。

所以，先建群，引流到群里，然后在群里先

卖十几块或者几十块钱的好东西的时候，客

户经常在你这里消费了，一来二往，熟络了，

建立了强关系客情。有了强关系客情，最后，

你店里的产品就可以更容易卖出去了。因为

客户习惯在你这里消费了。



所以说自己不会不要紧，要学会借助外力，

也就是常说的资源整合，依靠系统的力量帮

助自己，弥补自己的短板，一样可以轻松赚

钱。就像他把我整合了一样哈。

好了，我们所有的课程到此结束。需要报名

的抓紧找助教老师报名。明天中午语音重播

后，我们的群就解散了

我们明天下午 17 点 17 分 17 秒建抱团成长

21 天社群实操陪跑群，只有报名了的，才

能有助教老师邀请你进群哈。

助教老师就是邀请你进本群的朋友。赶紧



找！！！我们还有 30 个名额哈，30 个名额解

抢完，我们本期不再招募了哈。晚安。有缘

下次见。

通知通知！！！

所有报名的同学，写一个学习总结，大概说

下你在这些天收获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报

名抱团成长 21 天社群实操陪跑营？在实操

过程中是否愿意为团队做贡献？最后加一

个你的自我介绍。然后发到群里。没有写学

习总结的，我们视为放弃本次抱团成长机会，

可能你是一时拍大脑接龙了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