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兄们一年花在打DOTA的时间大约3000小时，如果将有限
的时间投入到无限‘为师妹服务’的伟大事业中……”2011年“光棍
节”，一款打着“校园红娘”旗号的APP“师兄帮帮忙”开始在清华校内
公测，并迅速在全国高校间蹿红。

然而，在获得天使投资人以及IDG等顶级风投机构总共300多
万元投资，“师兄”团队运营3年多之后，这款曾经的明星APP还是黯
然退场。

如今，“师兄帮帮忙”创始人申磊已经切入互联网金融的风口，开
始了二次创业。近日，他来到成都，向成都商报记者坦言了“师兄”团队
退场幕后的故事。

近年来，O2O创业大潮越来越热的同时，也有不少先行者已经“倒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出师未捷”
的创业者大都三缄其口，很少有人愿意回顾失败的创业经历。

近日，曾红极一时的校园交友平台“师兄帮帮忙”创始人、四川绵阳人申磊来到成都，开始为他的第二次
创业努力。在成都商报记者的专访时，申磊对当年创业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毫不讳言，一一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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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已准备好找民间借贷了，
没想到快贷网‘上门贷’一天就让我
拿到银行贷款，太神速了，而且利息
才3厘！”在快贷网推出“上门贷”服
务后，一个感谢电话打到了客服部。

原来，高先生竞标到一家单位
的装修，需100万元周转。跑过几家
银行，递交材料后，最快的银行要
2016 年 5 月底才能放贷，利息在基
准利率基础上还要上浮。每年 3 月
至 4 月正是装修的旺季，需要大量
周转资金。朋友告知他，快贷网刚推
出了“上门贷”服务，资料收集、贷款
办理都有专人上门办理，而且不收
跑路费。这家快贷网现在已经晋升
为成都市贷款前三甲了。朋友让他
拨打028-66623666问问情况。
■神速：银行资金一天到账

“请问你们的融资额度都来自
银行吗？提供上门服务的客户经理
有无资质？利息和民间借贷比起来
有哪些区别和优势？”带着一连串的
问题，高先生打通快贷网电话。

“您好，先生。快贷网是一家与
成都上百家商业银行共赢合作的公
司。所有资金都来自银行，您和银行
一对一对接，我们只起着红娘的作
用。上门服务的客户经理，都是专人
专项为客户和银行服务。”快贷网的
客服给高先生介绍说。通过快贷网
一对一与相关银行协调，一天后，利
息仅3厘的100万元银行资金到达
高先生账户。
■无门槛：有无抵押均上门服务

快贷网“上门贷”产品不设置任
何门槛，有无抵押都可以拿到5000
元~200 万元不等的银行资金。今
年，快贷网仍倾注大量精力联合各
合作银行推进微贷业务，通过优化
贷款准入标准，拓宽小微贷款投放
广度，将服务对象扩大到个体工商
户、小微企业主和自然人。

快贷网还会联合各银行创新多
种担保方式，推出了包括信用、保证
担保、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抵押、
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贷款品种。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绿化·美化
●六合花园精致打造81701000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84713992

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张师傅搬家160元起85254162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价收二手物资13980534602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二手车买卖
●单位急购2台货车13088071080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3333500

工商行业咨询
●帐税审计工商13308040907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餐馆转让
●低转通气旺火锅13881799278
●一品大街火锅550租83401298
●精装商务快餐转18682550208
●200平火锅转通气13258133699

酒楼·茶楼转让

●市中心宾馆转让13882145972
●北东街茶楼优转13568860114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刘莉娜四川农业大学毕业证(编
号:106267200705100063)遗失
●成华景昌口腔诊所手工发票
01707476、01707477遗失作废
●成都市医药公司金河药械经营
部（税号51010520191081X）发票
领购簿丢失，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商用楼3580元/平13551086301

店 铺
●转南门美容院13398178698

厂房租售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3000-5000
平出租水电齐1307600027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租高新西区厂房18030738377
●大小厂及场地租13882128045

●温江工业园花园式工厂出租，水
电气通，电话13558753381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出租，联系电话15882103738
●工业园厂房出租13880559778
●双流食品厂转让18030721618
●东三环汽修4千平13096373365

招 商
●8千人优质办学场地合作或招
租，电话：13980632817
●南延线尾苗圃转13908022252

首次互联网创业，我为什么失败
二次创业，为什么还能找到投资
曾经红极一时的APP创始人申磊接受成都商报专访，反思创业的经验与教训

“上门贷”一天放款
银行贷款低至3厘

社交有很强的
寡头效应，流量
为王，好友在哪

个平台，用户自然而然就
转移到哪个平台；

如今的互联网领域，
成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
就像影视是公认的好方
向，却并非普通创业者有
能力进入；

创业初期，争取尽量
找到外界投资，还要想办
法把钱赶紧花完，这样才
能让项目尽快打开市场；

能找投资机构要钱，
就不要找个人投资者要
钱，免得担心亏损在创业
中抱有太多顾虑；

大学生创业，首先不
要太情怀化。

厦门大学机电系测控技术专业
本科学历
清华大学精仪系博士学位（保送）
创/业/经/历：

2007 年在大学期间代理英
语杂志和电话卡赚到第一桶金；

2008年开始新能源项目“基
于温差发电汽车节能装置”创业，
该项目获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课
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三等奖，全
国大学生节能减排大赛二等奖；

2011 年 11 月博士休学，创
办“师兄帮帮忙”。

编/者/按/

尽管“师兄”已黯然离场，但
校园社交应用的沙场上仍然后来
者层出不穷。眼下下载量在百万
数量级以上的热门APP，包括“11
点 11 分”、tataUFO、IWANT 等，
这些平台都是有别于微信、QQ这
种熟人社交模式，针对高校打出
了陌生人社交概念。

“11点11分”是一个眼下较火
的匿名校园社交。记者实测发现，
在提交就读院校、专业和入学时
间后，就能注册成为平台上的一
位用户，并非严格实名制，每晚11
点11分，系统会自动匹配一位好
友聊天，限时 11 分 11 秒，聊天后
双方要互相“like”才能成为“好
友”，否则“阅后即焚”。同样的模
式出现在tataUFO上，但注册者需

提交实校实名信息审核。IWANT
则主打大学生兴趣社交，并引入
商家进入平台赞助校园活动。

“移动互联网的大浪潮我踩
到了，但是产品的方向走错了。”
申磊说，社交太难做，除了反复谈
到的盈利模式、寡头效应等难点，
甚至要求对人性有深入地理解。

“当时我还是孩子，怎么去了解成
年人呢？”

类似的例子，就出现在社交
寡头微信上。在微信的发展历程
中，其先后推出了红包、“马赛克”
照片等火爆一时的玩法，也先后
改进了“匿名退群”等功能。业界
普遍认为，从根本上说，微信的这
些变化都基于其对人性的深刻了
解，将用户死死留在平台上。

申磊至今仍然认为，当年创
办“师兄帮帮忙”的大方向没有
错。内测火了之后，创始团队立即
招募了 20 多人，注册公司，开始
对平台进行运营。

学生创业，很少有抱着金砖
的，“师兄”团队的启动资金主要
靠名气起来之后获得了几笔风险
投资。据申磊回忆，当时拿到的几
笔投资，总共大约300多万元，包
括IDG、清科创投等都投了钱。因
为当时的团队成员大多数都还是
学生，花钱算比较省的，可也只支
撑了两三年。

申磊直言，“师兄”面临的更
大困难，就是无法将人气转化成

“财气”。巅峰时期，师兄平台上拥
有 300 万级别的用户，但大家登
录都是想认识新朋友，或跟老朋
友保持联系，不是来消费的。在这

个“瓶颈”面前，他和他的团队一
直没有找到变现的商业模式。

“找不到方向苦苦支撑，这是
很痛苦的。”申磊说，在互联网行
业摸爬滚打多年后他发现，几乎
所有社交产品都面临变现这个难
题，例如曾经的啪啪、米聊，甚至
如今的微博，名气再大可能也只
是过眼云烟。对于创业者而言，无
法变现更意味着花完了投资人的
钱，就无法继续运转。

此外，“寡头效应”也是社交
圈创业的难点。申磊表示，社交有
很强的寡头效应，流量为王，好友
在哪个平台，用户自然而然就转
移到哪个平台，没有千万级的用
户数基本做不走。截至 2015 年
底，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已近 7 亿
人，而绝大多数以社交为方向的
创业项目都走得更加艰难。

荷尔蒙经济，被视为社交产
品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从“摇一
摇”的微信，到“看附近”的陌陌，
再到“师兄帮帮忙”。

2011年底，刚被保送至清华
大学读博的四川绵阳人申磊，与
几 位 同 学 创 办 了“ 师 兄 帮 帮
忙”——“师妹”发布困难，“师兄”
积极帮忙，在当时还很新奇的高
校社交平台上，说不定就能达成
一段美丽的校园姻缘……

正因如此，从最初在清华校
园内测，到迅速蹿红全国，“师兄
帮帮忙”很快出尽了风头，用户呈
几何倍数增长的同时，天使投资
人和IDG等投资机构相继投资。

至2013年6月，“师兄帮帮忙”已
面向全国 100 所重点高校开放，
校园用户突破100万。

然而，当年在校内网上牵手
的情侣，如今很多都已经结婚生
子，“师兄”团队却没能等来师弟
师妹们的回眸一笑。不知从何时
开始，“师兄帮帮忙”主页已打不
开，APP端无法登录、注册，官方
微博最后更新的日期则停留在了
2014年9月。

“社交项目做起来太累了。”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申
磊谈及“师兄帮帮忙”直言，这个
项目确实在2014年就被放弃了，
团队早已开始了二次创业。

2011年11月，网站面向清华大学内测；
2011年12月，面向清华大学公测；
2012年9月，面向北京所有高校开放；
2012年11月，面向上海、广州等高校开放；
2013年3月，面向成都、台湾等高校开放；
2013年5月，Android、IOS移动应用上线，校
园用户突破一百万；
2013年6月，面向全国高校开放；
2014年9月，官方微博最后一次更新。

申磊简介

“当时我还是孩子，怎么去了解成年人”

他认为主要败在不理解人性反思
失败

在申磊看来，如今的互联网
领域，成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就
像影视是公认的好方向，却并非
普通创业者有能力进入。现在，创
业者想在互联网做出卓越成绩，
或许要等待科技的又一次大变
革。他举例说，例如某天，智能手
机不再是人们的主要信息载体，
另一片广阔的创业天地降临了，而
眼下寡头越来越多，普通创业者应
该多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训。

在毅然放弃“师兄”项目后，
不到30岁的申磊彻底转型，开始
了二次创业——虽然还是在互联
网领域，方向却瞄准了互联网金
融。近日，申磊和两名合伙人创办
的“理财范”成功拿到了尚未公布
数额的C轮融资，而据记者了解，
此前的B轮融资额高达2.1亿元。

虽然两次创业都能在初期得
到投资人的青睐，申磊却表示，自

己对融资的感悟已完全不同。他
建议，创业初期，争取尽量找到外
界投资，还要想办法把钱赶紧花
完，这样才能让项目尽快打开市
场；但是，能找投资机构要钱，就
不要找个人投资者要钱，免得担
心亏损在创业中抱有太多顾虑。
而进入创业中后期，资源则比金
钱更为重要，这时候，创业者要争
取纳入在领域内拥有强大资源的
合作伙伴，而并非一笔现金，拥有
强大渠道和资源的投资，会助力
项目更快速地成长。

针对当下大学生的创业热
潮，申磊建议，大学生创业，首先
不要太情怀化；其次，创业者挑选
合伙人要看重三点：第一是人品；
第二是优劣互补的复合型团队；
第三是团队中一定要有曾在资深
公司、运营过大型项目的成熟合
伙人。 成都商报记者 任翔

高校社交APP曾一夜爆红 最终黯然退场

盈利模式难寻 省着省着花光300万投资

“师兄帮帮忙”发展历程

“有时要努力花完钱，有时不能要钱”

他对融资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二次
创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