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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学，今晚的爬楼密码：熊熊老师，好

帅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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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分享期间，我没提问，各位不要说话，

我需要互动的时候，各位请积极配合。谢谢

大家。今天给大家分享下，三无人员如何混

社群？什么是三无人员？互联网中的三无

人员，就是没有资金，没有人脉，没有经验。

那么一个三无人员如何通过混社群，能月赚



100 万以上的收入呢？今天我以我自己的

一个真实个人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专职从事私域流量社群运营时间不是非

常长，我是 2017 年 7 月 22 日开始的，之

前都只是偶尔关注，没有深入了解。在这之

前，我有我的主业，我从事大健康产业 16

年之久，做培训长达 10 年，但是私域流量

社群运营也是个新兵。

2017 年 7 月 22 日起，我开始研究微商、

新零售、社群等，而后开始深入并专注研究

私域流量社群到今天。

我在 2017 年 10 月份，成功的通过混社群，



赚取了社群的第一桶金。金额还是比较可观

的。那就是我给龚文祥老师写了《龚文祥的

微商帝国》这本书。这本书一共卖出去 800

多本，每本 999 元。下面是给我付款买《龚

文祥的微商帝国》这本书的部分截图。













这些都是我 2017 年 10 月 1 日到 10 月 30

日的创收。当然，我在 2017 年 10 月 30

日，在龚文祥老师的触电会会所做了一个新

书发布会，以及我的个人培训。来的人交培

训费用 1580 元，或者买书，都可以参加，

1580 元的收了 71 个。



马上可以签约品牌合作的商家，并且马上付

款给我们的，我们推掉了 3 家，都是 10 万

起的。我们为什么要推掉？因为我们知道自

己要什么。这里说这些，不是为了显示我有

多牛逼。

我要用数据告诉大家，我一个三无人员，能

在 2017 年 7 月 22 日开始没花一分钱玩社

群，都可以收获那么大，相信你们真心的投

入，一定会比我收获更多。毕竟我无论从外

形或者内在都没有大家有优势。

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下，我到底怎

么做到的？



首先要定位。就是要自我分析，分析什么

呢？分析自己的短板是什么？

自己的短板就是在微商圈，新零售领域、在

社群领域，毫无知名度，没有人知道我熊冠

亮。

毕竟新领域不像培训行业或者大健康行业。

可能在大健康行业一提我的名字，都知道

我。但在新领域，真心不知道我是谁，人家

看我就一小破孩。

其次，我不打算在这个领域砸钱。因为我历

来觉得，创业绝对不是钱的事，如果钱能解

决的问题，一定不是问题。而创业，一定是



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不想出钱。

那么不花钱，怎么快速的在该领域成为牛人

的同时，还可以赚钱，即所谓的名利双收

呢？

我的长处是什么呢？我的长处就是，我还能

瞎掰写几个文字。虽然写的不好，但是敢写。

我觉得，敢写是我最大的特长。什么叫敢写

呢？当然我的敢，不是去怼人家，黑人家。

因为在媒体里面，有人专门是以黑出名的。

我可不想被骂。

短板和长处都有了，如何变现？如何不花

钱，直接变现？谁为我买单？谁会给我钱？



谁喜欢我写的东西？一定要思考清楚这个

问题 不然文字就不值钱了。即便写的再优

美，人死了后，再值钱，好像不是我们想要

的啊。我们想要的就是即便现在写得再烂，

都有人买单。我觉得这才是很爽的事儿。大

家说是吗？

就好像在大健康行业，好多人说我是大忽

悠，说，就你这水平还自称大师呢？才初二

的学历，大个鬼啊！其实我听着本应该有点

心塞的，但是我并没有。我会在我的小范围

圈子里调侃着说，忽悠，也是一门艺术啊。

如果忽悠，能让汤臣倍健花几十万请我做培

训或者做顾问，也不错啊。毕竟我就这样忽



悠这些企业一年给我几十万的。我只对结果

负责。就好像这两天，也有人听了我的课程，

然后觉得我的课程好烂，说很失望。我心里

听了有瞬间的失落，但是一会儿就没事了。

因为我只对结果负责。

世界本没有好坏，只有值得与不值得。有人

认可就是值得。

所以，我说那么多，只是想表明：不要害怕

有人说你有多烂，烂不是你的错，错是你没

有胆量。

我每年花几十万在学习上，每次去学习，即

便别人真心讲得再烂，我也一定会思考一个



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讲的

烂，可是却依然那么多人去听，关键是自己

也在里面听，是人家真的烂吗？

如果是人家烂，我们还去听了，那是否是我

们自己的判断力有问题？

这里就归到另外一个问题了，知识不重要，

学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学习的能力，

也就是学习力，领悟力。

中国的文字就那么几千个，不同的人用，最

后用的人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当我想明白这些的时候，其实，再面对别人

说我烂的时候，我很坦然。我是不是很不要

脸？



因为坦然，所以我有胆量；因为有胆，所以

敢写。因为我只读了初二，文字表述不是最

好，但我敢写。不然我没有长处啊！

没有长处，如何不花钱去撬动微商圈、网红

圈、电商圈、新零售圈、自媒体圈、社群圈

呢？

长短都剖析完了。接下来，回到刚才那个问

题：我写的东西，谁为我买单？其实，这才

是最核心的关键，这也是变现的核心。否则

即便写的文笔如四大名著一样，最后没人买

单，那这岂不是累死我了？



我想了想，微商圈，谁的名气最大？据说是

龚文祥，微商自媒体第一人，前段时间他又

多了一个称号——微商自媒体首富。6 个员

工一年做 5000 万。每年做 2000 人的龚文

祥论坛，1000 元的门票，不管吃住，连瓶

矿泉水都没有，1000 元的门票三天卖完。

真正做到一票难求。

这是多么的有号召力哈！终于找到了我的大

闸蟹。大闸蟹找到了，好办了。我就是大闸

蟹上的那根破烂绳子啊！你现在懂了么？绳

子本身一文不值，但是当绑在大闸蟹上的时

候，绳子的价格就跟大闸蟹的身价一样涨上

去了。



大家明白了么？就是，你不值钱的时候，你

就是烂草绳，你需要绑在值钱的大闸蟹身

上。同样的道理，在微商圈、网红圈、电商

圈、新零售圈、自媒体圈、社群圈，我没有

任何的影响力，没有任何的知名度，一文不

值，就跟一根烂草绳一样。

所以我需要找到一个大闸蟹。然后把我这条

烂草绳绑在这个大闸蟹上，然后烂草绳就可

以值钱了。显然，微商领域的大闸蟹绝对是

微商自媒体首富龚文祥这个教父级别的大

咖！

是的，于是我开始要给他写书了。这个书的

核心，就是写他的光辉事迹，写他的牛逼，



抬他。所以，别人在他那做个推广都是几万，

而我呢？他是免费的推广我。不仅他推广

我，他跟他的团队还一起刷朋友圈推广我。

很多流量和客户都是从他朋友圈给我导过

来的。

我 2017 年 9 月 28 日决定开始写，然后国

庆花了 7 天时间，足不出户，7 个日夜，写

完了 13 万字的《龚文祥的微商帝国》。龚文

祥老师不断在朋友圈和他的社群里推广《龚

文祥的微商帝国》和我。然后不断的有人加

我。





同年 10 月 12 日，我将从龚文祥老师朋友

圈加我的人，成立了一个龚文祥粉丝见面会

的圈，然后在群里和我的朋友圈不断的输出

书里的精彩章节，每天都有成交买书。

那么接下来就是谈谈怎么成交了。有的时候

不是说，你解决了推广，有了目标客户，就

能成交的。一定要有个套路。没有套路，再

好的内容，或者对方对你再有好感，都可能

没有结果。我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这也是我

经常说的万能成交公式：

有价值的内容+牛掰的套路+优质的产品=

赚钱



牛逼吹出去了，不能被打脸吧，是吧?尤其

我们线下还有见面会。要是线下没有读者

去，龚文祥老师和我那岂不是尴尬死了。所

以，又面临一个定位要我做，毕竟我的书是

999 元。999 元真心贵。但我就喜欢卖贵的。

便宜的我不爱干，所以别人请我做顾问，低

于 72 万，我都不谈。不是我拽，是我不想

廉价的把自己卖了。

最后，左分析，右分析，如果只是卖书，肯

定买的人很少。但是，如果卖圈子呢？卖人

脉呢？一个圈子 999 元，应该就便宜了吧。

所以，我最后的定位是，我卖的不是书，我



卖的是圈子。懂的不用解释，不懂的人，解

释再多也不会买。定位一出来，立马就做各

种福利，就是买书，进书友会。书友会是一

个圈子，能花 999 元买一本书的人，不管他

有没钱，思维方式是高人一层的。

现在国内前十的微商品牌跟我的关系就一

个字，铁! 因为他们都在预约我,找我给他们

写书，我成抢手货了。



相信这个张爱林很多微商的人都应该知道

的。他是微商行业排名第一的 TST 的联合创

始人，也是蜜拓蜜、中国灸的董事长。一年

轻松几十个亿的销售额，约我写书。

像这样的微商大佬，在我没给龚文祥写书之



前，一个也不认识，一个也没有主动找过我。

但是，自从给龚文祥写书后，这样的大佬一

波波来找我。

我是怎么卖出去书的？首先是真诚待人，做

真实的自己，不装不端，有点二。这是比较

受人喜欢的一种风格。

其实卖书和卖产品都一样的。很多人产品很

难卖，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

就是去中心化。

什么叫去中心化？就是不要以自己或者自

己的产品为中心（不要强调自己或者自己的



产品），一定要以别人为中心。

当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再设计商业模

式的时候，你要的一切都会跑来找你。正如

我卖书，我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我只

想一个事，这些大咖需要不需要别人去抬，

需要不要需要别人去捧他们？

马云那么牛逼，不都要别人写他吗？毕竟自

己给自己写一本书，有点黄婆卖瓜不是，但

是别人写呢？是不是显得更客观，更有价

值，这是别人说我马云牛，不是我马云自己

说自己牛。

所以，现在很多微商行业的人自己给自己写



书，此处不评论，你懂的。而我 2013 年到

现在，每年写 1-2 本书，但我没有一次是写

自己，都是写别人。

其一、你一定抛弃产品，不要围绕产品去做

文章。好多人一来我办公室，就跟我说一个

小时，他的产品多牛逼，多好多好，我在想，

现在是产品过剩的年代。

其二，一切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怎

么老谈产品呢？产品好，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啊。 大家一定要去思考：消费者需求什么？

经销商需求什么?这就是我们当下要探讨的

社群跨界打劫玩法。你认真的好好听接下来

的课程，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其实，混圈子只是一种外围的收获。如果自

身价值和实力不匹配，成天想着混圈子，最

后只会成为老油条。只有不断提升自己，该

来的人脉自然会来。你想要得到某件事物的

最好方法，就是努力让自己配的上他。大家

认同吗？

比如昨天给大家分享的沐足店的案例，就是

一个经典的去中心化，跨界打劫。他在思考

来沐足的客户，除了沐足，还有什么需求？

因为沐足的都几乎是本地的，那么这些本地

的除了沐足，吃喝拉撒都在本地啊。所以，

要给这些沐足的客户，更多吃喝拉撒 衣食

住行的福利。所以他就联合商家，搞社群，



既帮助到了自己的沐足客户，又给本地商家

导流了，这是利他思维。

客户和商家都得利。其实最后自己是得了最

大的利。那么他从头到尾都是去中心化，去

自己。都是在想着别人需求什么。能研究明

白别人的需求，然后你满足需求，这就是生

意

这就跟微信一样，微信一直就是研究我们的

需求，然后满足这个需求，即便微信没有直

接变现（也有些地方在变现，但不是非常直

接）,但是腾讯的市值，以及其他项目,却因

为微信赚得盆满钵满。



你看看王者荣耀就知道了哈。因为只要以人

为中心，人都跟着你跑，你把人都链接在一

起了，还不能变现吗？如果还不能变现，那

就是缺乏套路。所以我们的课程就是，有价

值的内容+牛掰的套路+优质的产品=赚钱。

我们继续分享，到底如何正确混社群？让大

咖为你免费推广，免费打工赚钱哈？首先，

我讲一讲混社群的三点注意事项：

第一、要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混社群？

第二、怎么让群主和群友记住自己（喜欢的

记住）？

第三、如何让群友主动加你，而不是自己一

进群就是各种加人？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混社群呢？

第一、混社群的话呢，那肯定是想进圈子，

想多结交一些人脉。

第二、想在这个社群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

第三、那可能是想在社群里面，打造自己的

个人 IP。

第四、就是想在里面推销自己的产品，对吧，

打广告啊，等等。

无非就这四个，其实来说应该都很好，都可

以理解。不管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第二

条是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让群主和群友记住

自己、喜欢自己，对吧？那一定是喜欢的那

种，记住，千万不是那种讨厌的。



那么如何让别人记住你？如何让别人主动

加你好友？在群里该不该发广告？如何发

广告更有效果？接下来，我重点剖析这几个

问题。

让群主喜欢自己。很简单，抬群主呀。俗一

点就是给群主拍马屁。千万不要在群主说

话、说正事的时候插话，这样其实群主和群

友都是很不高兴的。因为不管是现实生活，

还是虚拟世界，人都是非常讨厌别人插话

的。

你讨厌不讨厌，你在兴高采烈的说个正事的

时候，然后有人在旁边不断说悄悄话，打扰



你呢？举个例子，今天你老板请了一个讲师

来给你们做培训，如果下面老是各种插话。

请问，如果你是一起参与学习的学员，你会

喜欢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是台上被请来讲

课的讲师，你会喜欢这个一直插话的学员

吗？

答案应该不用我说，你肯定知道！一定是。

无论学员，还是台上的老师，都非常讨厌这

样的人。那如果讨厌这样的人，这个人还会

得到老师的重视或者同学的青睐吗？显然

不会。

然后，这个插话的同学又该说了，那我有想

法，不让提，这算哪门子的学习或者社群嘛！



其实看起来很有道理，注意，不是不让你提，

是你提的时间节点不对。

都留有互动和讨论的时间，你为什么非要在

人家正式讲课的时候，随意插播自己个人的

意见呢？现实生活和虚拟世界其实都是相

通的。我相信，所有的群主都对这样的人比

较无语，而且是无可奈何。最后这个群就不

可控，最后社群就形同虚设了。

当然，如果我是群主，我个人还是会说出来

的，因为，我说出来，也许你现在会不开心，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数据：目前微信群比

微信用户数量至少大 3-10 倍，每天有超过

200 万个微信群在建立。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社群是比微信还有价值的一个产物。

在这样的一个产物里，很多人也许只有一个

微信，但绝对是拥有至少3个以上的微信群。

换句话来说，也许某一天，你也会做群主，

你如何面对在你讲正式话的时候，被人随意

打断的这种情况呢？

那么在别的社群，群主是不是不知道如何应

对？有的只有强硬措施，不许发 1 分红包。

其实我自己也有出过这样的规则，后来我自

己反思，不应该这样简单粗暴的规定。

为什么呢？首先不管这个人发 1 分也好，1

毛也好，总之人家是付出了。付出了，我们



就不应该去怼他。但关键是，只要有人发一

分，必定有人对这种事站出来说。一说，就

两方对立。作为群主的你，你真的是左右为

难啊，尤其是一些付费社群，左右都是给了

你会费的。你不可能因为别人发 1 分钱红包，

把付了会费的人给踢了吧？

所以，你必须要学社群运营。学社群运营其

实就是学管理，学说服力。因为这些都是相

通的，你能在现实生活中带好一支团队，但

你不一定能在虚拟世界带好一个群。反过

来，如果你能在虚拟世界管好一个群，那么

你在现实工作中必有成就！两者相辅相成！

如果都是运用简单粗暴的管理方法，无论是

虚拟还是现实你都将难以收获人心。



我们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让群友都

向着你？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让小伙伴们都

心向着你？如果你能把这点做好，我相信，

无论你做什么，都有一帮人追随你。一般遇

到发 1 分钱的红包，我现在的处理方式，我

也不会直接去说这个人。千万别说他，不管

讨厌也好，喜欢也好。有些人会说，我成功

让大家记住我了。这话说出来真够傻的。

这只能说他的领导没有教导好他，或者领导

走的路线不是常规化路线。这就跟好多人

说，反正都是红，脱光了也可以红。都是红

嘛，路线问题，我们不讨论。但是我最后就

问一句话：对，大家记住你了，也加你了，



你如何成交他们？如何变现？

你在人家的心里，贴了一个标签，那就是抠

门，吝啬，小气！这样的公司，这样的团队，

这样的文化，即便能成交，也不能长久。我

选择不直接怼发 1 分红包的人，甚至直接无

视这个样的人，但并不代表不重视群里的其

他群友，那我如何重视他们呢？

大家对他有意见，一是这种行为大家可恨；

二是辛辛苦苦的才抢了 1 分钱，太失望了。

如果说，50 人，其他人都抢了几元，就一

个人抢了 1 分钱，我相信会非常好玩，大家

都会很开心。可大家一看，都是大锅饭啊，

都是 1 分。这不激起民愤嘛！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给大家发大红包，一般

都是 100 元 30 个包。

我经常说，包治百病：各种包，LV 包、爱

马仕包、红包……哈哈哈！尤其是大红包，

红包一到，刚才的不愉快，尴尬的局面，马

上就消失了。这叫转移矛盾，这样，避免在

群里，双方一直纠缠下去，很无聊，没意义。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那就不是问题！因为我

们的时间是最宝贵的，难道不是吗？有这个

闲时间瞎聊，还不如去遛狗呢！

再说，群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也许

一辈子都见不了一次，何必较真呢！只要是



进入社群，不管你是何种角色，其实都要知

道自己该如何做，才是让大家喜欢的。刚才

说的是自己千万不要发 1 分的红包。

来过广州的都知道太古汇这个购物中心。这

是一个超级奢侈品购物中心，在这里上班的

员工，是坚决不允许坐地铁和公交车的。要

么你开车，如果你开车，公司给油补；如果

没有车，你打车，公司给报销补贴。反正就

是发现一次公车或者地铁，罚款 500 元，三

次过后，拜拜。

这是什么？这就是逼格。

做奢侈品的怎么能坐公交车？不匹配啊！坐



公交车买真品奢侈品，人家也会误以为是高

仿哈，但是你开法拉利卖高仿，人家也以为

是卖的正品。

还有一个就是在群里尽量的少说负能量的

东西，要么不发言，要么说有价值的，有意

义的内容。这样才会真正让别人记住你，才

会让别人主动加你。

其实很简单，你一定要有技巧的在群里表现

自己很牛逼：

首先，最让所有人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大

红包！

其次，就是有价值的内容！

最后，就是第三方背书。



第一、大红包，我就不用说了吧，就是有钱，

直接往群里炸。有钱任性，连续炸他个十万

八万。一定加人加到你疯。不过，这样的土

豪，千年难遇吧。不推荐大家这样玩。

第二、就是有价值的内容。如何成为一个有

价值的人呢？

仔细观察群里讨论的内容，有机会，一定要

发表客观、利他的观点。一定是客观和利他

的观点，千万不要你自己一个人认为客观，

认为对的，就死都要坚持，这样在群里一说，

反而适得其反。

那好多人说，我怎么知道自己说的，或者所



坚持的，是否是客观呢？熊老师教给大家一

个小技巧，这个小技巧百试百灵。大家要不

要，要的回复：要

熊老师说话比较客观，比较柔性，当然，还

有无限提升的空间。但我自认为，还是比较

满意的。那我是如何练到讲话相对客观的

呢？凡是我新学来的一个小观点，或者一个

小故事，不管是笑话故事，还是哲理故事，

我当天一定会跟至少 10 个人分享，不管身

边有没有人。

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我就直接打电话，一

个一个的打，跟他们说，今天我看到一个故

事，我觉得很有道理，我给你讲下，然后双



方就在电话开始讨论了。

如此 10 通电话的分享，有以下几个好处：

加深了我对这个内容的记忆，以后需要用到

这个素材的时候，随时可以调出来。每跟一

个人讨论，都会对这个故事理解的更透彻，

观点更鲜明。

如果我所坚持的观点，说给 10 个人听，超

过 7 个是反对的，或者不同意的，那么，我

就会反思我所传播的思想，坚持的观点，可

能真的有问题；反之，有 7 个人是觉得认同

的，那么这个观点，我就会把他深深的烙在

脑海里。



这也是很多人想快速提升说服力的最佳方

法。因为肚子里有东西了，说服力自然就强

了。你为什么没有说服力，那是因为平时累

积的知识不够嘛，所以没别人能说呗。

其实就是，你要把你所认为的一个思想，在

短时间内，找 10 几个人去论证，大家如果

都觉得没毛病，那么你就继续传播，传播的

次数越多，这个观点越有可能彻底烙在你心

里，并且会改变你的行为。

如此循环，每遇到新鲜事物和观点的时候，

都要当天去大量传播和讨论。这样做的好处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给你增加知识量。当然

不是要你去传播谣言或者负能量哈



所以，很多人很羡慕我，不管我去给上市公

司上课，还是跟 80 岁的老爷爷上课，还是

跟小孩上课，还是跟年轻人上课，我都可以

不用备课，随手捻来。而我只读了初二，初

中没有毕业——这就是大家比较认可我分

享的内容的原因，今天把老本都告诉大家了

哈。

第一、一定要在社群里面讲一些比较客观

的、利他的一些观点和思想。因为只有这样

子的话呢，才能让人家去认同。

现在这个年代缺的不是钱，缺的不是性，也

不是爱。钱、性、爱其实来的还是挺快的，



这个时代，其实最缺的就是懂你的人！

什么是懂你呢？就是当你看到对方的思想

观点，跟你的思想观点是吻合的时候，然后

你就会觉得，哇噻，对方好懂你，对方好了

解你！

好像他就是那个你要寻找的人一样，所以你

就开始喜欢他。所以的话，一定是要做一个

懂对方的群友，要么不说话，说话就说到对

方心里去，只有这样子才会让更多的群友喜

欢你。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另外一个群是

怎样让李开复老师给我亲自做主持人，亲自



让我给大家分享的。李开复有知道的嘛？

关键是我分享的是广告啊。当时在群里分享

的是我自己另外一个项目，就是全民趣投，

我们做了一个投票的一个软件，一个投票系

统。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我仔细看完了开复老师

发在群里的文章，我发现了一个小问题，文

章最后面啊，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就是李开

复老师举办了一个创业大赛。

看到了大赛之后，我联想到，我也是搞各种



比赛的呀，我知道做大赛的痛点啊，因为现

在大赛是个鸡肋呀。就是说，你不办呢也不

好，办又很难办好，很难盈利。

现在盈利都是靠找冠名商赞助商啊等等之

类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冠名商赞助商很难

找，所以的话呢，各种大赛其实真的是一个

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当我看到

了这一点之后呢，我就在群里面@了李开复

老师。然后我就跟李开复老师讲了一下，我

对传统大赛的这种认知。

那么这一讲，其实就是直接戳到他心里面。

我这样子想的，基本即便是再大的腕儿，再

牛的企业家，他都会有痛点的。因为行业嘛，



其实创业都是相同的嘛，是不是？那我们把

他的痛点戳到心里面去。然后我说我有解决

方案的时候，哇噻，把它搓到痒痒的，然后

呢，他就说，那你分享啊。我说不好吧，我

分享的话，就会涉及在群里面打广告。

李开复老师说，没事的，你就讲吧，这个我

来给你做主持。然后李开复老师让所有人都

不要插话，不要打断。有人插话李开复老师

亲自打断制止了。

这次分享，李开复老师给了我 50 分钟。分

享结束后，超过 200 人加我微信。最后有 7

个人达成了合作。然而我一分钱都没花。所

以只要有好的内容输出，真的不怕没有人来



加你。其实我进很多群，我从来很少很少加

人。

除非是优秀的人，我就会去加，大家都懂的

对吧？那其他的我一般真的是不去加的啊。

所以，你一定要传递有价值的内容。

回顾一下，第一点是大红包嘛，就是猛砸钱

嘛；第二点是输出有价值的内容；第三点就

是第三方背书了。

举个很简单例子，我在金涛主席的群里面，

那我绝对把金涛主席是贿赂的好好好好的。

他来广州了，我好好的招待他，接机送机，

请他吃饭饭，他来的朋友一起请，让他有面



子。那他开业呢，我也是发大红包，正所谓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对吧？

金涛也不是个圣人，对吧？又吃又拿的，关

系好了，那他的鱼塘就是我的鱼塘嘛，那我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他还会主动来帮我

去推广一下，我的培训活动他也经常帮我去

推广朋友圈。



.

他的群我们也是可以任意的去推广自己的

东西。所以就一定要贿赂你的群主。当然除

了钱以外，那我也会用不花钱的方式贿赂群

主。那不花钱是什么方式呢？很简单啊，像

刚才讲了一个大闸蟹的故事，就是我找到了



龚文祥老师这只大闸蟹，而我是大闸蟹上的

那个烂绳，对不对？

我给他写了本书嘛，别人买的不是我的这本

书，大家是为龚文祥老师买单。同样道理，

我再个举例子，我要去搞定某个电商大佬，

或者团购大佬，或者谁，很简单啦，我给他

写文章啊，对吧，我把它发表在我的今日头

条这个自媒体上面。

因为我是今日头条的原创写手。我在头条的

那个自媒体号，有个十几万的这个粉丝，我

就会写原创文章去歌颂金涛。别人踩金涛是

吧，那我就去挺他呗。不管别人说他怎么怎

么不好，反正就挺他呗。他自然会把我当成



他的兄弟，把我当成他的哥们，把我当成他

的好朋友对吧。

所以我们混社群，一定是要有利他思维，利

他要有工具，要有内容。强调一次：我们混

社群，一定是要有利他思维，利他要有工具，

要有内容。

那我的工具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想嘛，自己

申请个公众号，不用花钱对不对，可能你会

说，我实在不会写，我哪有老熊你这么会胡

编乱扯啊。

如果我熊冠亮不会写，不擅长写，现在开了

一个公众号，那我去转发他们的文章啊。不



写，直接转发的话，那也是去抬他、去夸他

对吧。会复制吗？会转发吗？复制转发也是

抬他啊，为什么非要原创呢？

我记得有一个人，他说，你写的文章看的人

也不多是吧，没意思啦。他就跟我炫耀他的

微博，还有阅读数量，几十万上百万，有的

还上千万的阅读量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那么多人看，有价值

吗？没有价值！我写的东西，只要有一个人

喜欢看，只要有一个人觉得有价值就 OK 了。

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举个例子，我写这本

书，如果龚文祥，他觉得有价值有意义，那

就够了，我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这本书有价



值。

同样道理，你做美业的，美业或者医美圈子

谁厉害，你想去了解这个人？你写篇文章，

或者是帮他转，转发他们的文章到你的公众

号上，然后你发朋友圈并且艾特他

如果你是他，你开心不？有人在网上转发你

的文章，帮你做宣传，你会不会更容易记住

这个人，会不会比别人更容易和这个行业大

佬搭上话？

吴晓波不也这样嘛？帮一帮大佬写自传，然

后连接了一帮互联网大佬。我们没那么牛

逼，那就抬小一点的大佬呗



其实我们不在乎有多少人去看到，我们只要

转发到我的朋友圈和他的群里面并且@他

的时候，那么当他看到，他会想，这小子在

转发我的文章，在说我的好话，那么我只要

他看到我是挺他的，我是在乎他的，我是支

持他的，这样就足够了，我不需要别人去看

到这个。

所以你不要说自己混社群没有资本，这不会

那不会！绝对有方法有技巧的。申请一个公

众号，申请个自媒体号，其实不花成本，你

就拍几个照、拍个身份证上传上去。实在不

会写，那你就去转载你要写这个人的文章，

或者他朋友圈里的一些内容。



再不会，那你就去百度搜一下你要连接的这

个行业大咖相关的新闻报道，那上面大把的

新闻、大把的报道了，是不是？那你能不能

把这些报道转发到你那里呢，对吧，然后你

艾特他呢，发朋友圈发群是吧。我也是用这

个方法把杜子建搞定的，网红杜子建后来也

帮我免费的做推广，给我引流了很多他圈子

的人给我。

讲了这么多，今天应该又是超时了，明天开

始给大家讲抖音、快手短视频爆粉的干货。

今天就先到这里哈。学习不悟，没有进步！

学习不悟，必走老路！



我们每天晚上 8 点图文分享，次日中午 12

点语音重播，喜欢文字的晚上学习，喜欢语

音的中午听哈。看一遍，听一遍，悟一遍，

更加融汇贯通哟。熊熊老师坐等你的学习感

悟。明天不见不散。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