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小店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

在经营上也与一些“正常”商家不同，5

年时间升级成3钻的速度其实挺慢的。但

江一燕和小齐对此并不在意， 让他们更在

意的一点是，由于缺乏经验，有一段时间因

为快递速度和物品包装的问题， 还被用户打

了差评，中评，两人对此都非常难过，专门写了

封道歉信贴在店铺介绍里。

现在小店经营得挺有特色。里面卖的商品大

部分都是独一无二的，有江一燕演出作品中穿的

戏服， 也有旅行海外时在当地买的服装礼品，江

一燕自己的摄影作品，亲手设计的T恤纪念品，也

有圈内好友刘亦菲、 陈道明等提供的服装饰品。

谈到这一点，江一燕还开玩笑地重点推荐了陈道

明的赞助；“他为我提供了很多他的运动衣和帽

子，弥补了我店内男性物品较欠缺的现象。”

江一燕介绍， 店里卖得最好的是价格相对便宜

的散文摄影书《我是爬行者小江》和自己设计的爬

行者支教包包。很多粉丝都特意来买，为慈善贡献一

己之力。小店专门开设了“网友专区”，网友可拿自

己的宝贝， 只要符合条件就能加入到爱心义卖的行

列中。所以现在小店里的商品种类也更加丰富了。

内心特别敏感的江一燕谈到这家小店给予

自己的最大感受就是，“能够从中收获更多的正

能量，然后用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陈玲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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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世纪阳光大酒店于2011年7月3日开业。 酒店是按照五

星级标准修建的高品质商务旅游酒店, 位于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

路，交通便利，环境优雅。酒店占地31亩，拥有各类客房310套以及

同时容纳400人用餐的宴会厅；17个能承接各类大型活动的宴会包

房；酒店的餐饮除了有设在19层的空中咖啡吧、西餐厅能品尝异国

风味外，酒店还汇集了精品川菜、时尚粤菜等风情美食。

峨眉山世纪阳光大酒店打造常客优惠计

划。 天猫商城搜索：“峨眉山世纪阳光大酒店”

天猫旗舰店享网络最低价：关注“峨眉山世纪阳

光大酒店”微信服务号：关注即送100元住宿券！

电话：028-87718185� 028-82005557

� � � �地址：峨眉山市名山路，紧邻“大佛禅院”，

距峨眉山报国寺车程15分钟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是中国知名高星级豪华酒店连

锁管理集团，目前已拥有四、五星级酒店二十三家，遍布

浙江、江苏、四川、湖北、吉林、山东等地。城市名人酒店

集团在四川拥有成都城市名人酒店、花水湾名人度假酒

店、成都瑞城名人酒店、成都上层名人酒店、新津城市名

人酒店、自贡檀木林城市名人酒店、德阳名人酒店、简阳

城市名人酒店8家高星级酒店，地处城市CBD中心、周边

度假胜地,是商务、休闲的首选。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打造常客优惠

计划。 天猫商城搜索：“城市名人酒店

集团”天猫旗舰店即享网络最低价。关

注“城市名人酒店集团”微信服务号：

一扫便知，名人优惠！

明星老板江一燕：

开淘宝店 赚正能量

小店名称：流浪的爬行者

开张时间：

2009

年

信用等级：

3

钻

卖 些 什 么

有江一燕的演出戏服、

旅行海外时买的服装礼品，

也有江一燕自己的摄影作

品、亲手设计的T恤纪念品，

还有圈内好友刘亦菲、 陈道

明等提供的服装饰品等，符

合条件的网友的宝贝也能加

入义卖。

店 铺 收 益

会把每一年的收益积攒

起来， 用于网络上的个人求

助， 也买一些救助品送到灾

区， 剩下的部分主要用于贫

困山区儿童的助学公益基

金。

开 店 感 受

能够从中收获更多的正

能量， 然后用于自己的生活

和工作。

■2010年4月，3.6万元义卖款捐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用于西南抗旱灾区的救援；

■2010年10月，60套羽绒服捐到了拉萨孤儿学校；

■2010年11月，为白血病女孩方肇新汇款2000元；

■2011年3月，为云南地震灾区捐了一百条被子；

■2011年3月，给急救脑癌儿童杨阳做手术汇去了10000元……

女星江一燕的淘宝网店

9折优惠本刊读者 收益用于助学

“ 爬 行 者 ” 江 一 燕 的 爱 心 足 迹

她是《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中单纯美好的周蒙；她是《四大名捕》中冷艳性感的女捕快姬瑶花；她

是《双食记》中不小心当了小三的漂亮“空姐”coco；她也是《假装情侣》中为爱癫狂的神秘女郎；她还

是《南京！南京！》中悲惨壮烈的小江，是话剧《七月与安生》中文艺孤独的安生……她是女演员江一燕，

多变的银幕形象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身份———淘宝店义卖小站“流浪的爬行者”的老板娘。

本期，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和江一燕的淘宝义卖小站“流浪的爬行者”一起，为您推荐既富爱

心又兼实惠的独家商品，全场9折，每一笔收益都将用于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助学公益基金。

哪个明星有时间在演艺事业之外还有闲情

打理网络小店？然而，江一燕的淘宝店却并非玩

票，从2009年开店至今，这家名叫“流浪的爬行

者”的淘宝小店以自己独特的气质，悄悄地在淘

宝数以万计的电子商家中坚持了下来。

最初知道她名下有这么一家淘宝店是在

2011年的上海电影节，那时这个店才开业两年

多，生意却已经很不错，好的时候，一个月能

有几万元的收入， 小江还报名参选了当年的

“阿里巴巴全球十大网商”。这次再和小江联

系， 开张5年的小店， 信用度升到了3钻，“升

级”的速度和小店的名字一样 ，带些“江小

爬”式的淡定和缓慢。

但对店主小江来说，能坚持这么多年，已经

是“老怀欣慰”的事了。小店的所有收益她都拿

来做了公益———2010年4月，3.6万元义卖款捐到

了中国红十字会， 用于西南抗旱灾区的救援；

2010年10月，60套羽绒服捐到了拉萨孤儿学校；

2010年11月， 为白血病女孩方肇新汇款2000元；

2011年3月， 为云南地震灾区捐了一百条被子；

2011年3月， 给急救脑癌儿童杨阳做手术汇去了

10000元……

“一开始就没想过请专业的人来管理

它。” 江一燕说， 性格散漫的她不喜欢规

划，最初开这家小店缘于2006年一次广西

巴马凤凰乡小村的亲身经历。 村子里的

青壮年都打工去了，只留下老人和孩子，

为了上学，孩子们每天要爬两个小时的

山路，一双双小脚被磨得又黑又肿，当

时江一燕就想能不能为这些孩子举行

一场义卖活动，而淘宝小店就成了最

初这一善举的平台。

“目前我们的管理人员只有我

和我助理小齐两个人， 我负责准备

宝贝，她负责上架。一个小小的店

看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中，每个程

序我们都是从零学起。我们把每一年的钱攒起来，

用于网络上的个人求助， 也买一些救助品送到灾

区，剩下的部分就主要用于贫困山区的儿童。当时

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小礼服

首饰，为孩子们置换新的衣服，这样既环保又能与

大家一起参与的爱的传递。”

小灵感汇聚成了大力量。用这家网店的收入，

江一燕不仅帮助了30多名广西的小朋友上学，去

年9月，还以个人名义出资100万元成立“江一燕

爬行者爱心基金”助学山区贫困儿童，“这100万

每年产生的利息，加上义卖站等其他方式筹措资

金，基金会目前每年产生8万多元的资金，主要扶

持巴马县境内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子。”江一

燕介绍。

爬 行 者 · 爱 心 单 品 推 荐

SASS BIDE

黑色镂空连衣裙

价格：

2800

元

尺码：

S

颜色：黑色

2011年， 江一燕穿着这款黑色透视短裙亮

相某国际顶尖品牌新品亚洲首发会， 轻灵优雅

尽显意式风情。裙装款式特别，适合参加派对。

宝姿玫红色连衣裙

《

I Phone You

》北京首映穿过

价格：

4500

元

尺码：

S

颜色：红色

中德合拍电影《I� Phone� You》北京首映

时， 主演江一燕穿着这身清爽靓丽的连身裙到

场，十分惊艳。这条宝姿连衣裙款式简洁却不失

时尚，剪裁合身，颜色绝对亮眼。

爬行者定制

T

恤

价格：

87

元

质地：全棉

尺码：

XS/S/M/XL

颜色：白色

拍戏之外的江一燕，喜欢旅行、读书，还经常

去做公益活动。此款印有“爬行者”字样的定制

T恤是江一燕亲自设计，义卖所得将用于资助贫

困山区的儿童完成学业。

爬行者定制背包

价格：

75

元

款式：斜挎包

质地：帆布

颜色：军绿色

这款爬行者定制帆布背包，江一燕曾在参加

公益活动时背过。不少网友拍下这款背包，既可

自用，还可以参与爱心助学活动。

江一燕拍摄《假装情侣》的戏服连衣裙

价格：

1600

元

尺码：小号 长

107

厘米 腰围

68

厘米

《假装情侣》是江一燕搭配黄渤拍摄的爱情

喜剧。剧中，江一燕饰演的沈露随着角色情绪的

变化，穿着多变。在义卖小站挂出来售卖的这款

复古连衣裙，穿上非常知性文艺。

爬爬的摄影作品

/

写真

价格：

99

元

这款爱心单品是很多粉丝和网

友非常喜欢的， 分类为摄影作品和

爬爬写真，配以实木相框，而且还有

江一燕的签名在上面，可搭配买。

爬行者·成长

5年3颗钻 “升级”速度有点慢

爬行者·使命

传递爱心 网店收入用于扶持贫困学子

爬行者·宝贝

除了江一燕的，还卖陈道明的二手衣

峨眉山世纪阳光大酒店

关注微信 送100元住宿券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

常客优惠 一扫便知

码上扫购

码上扫购

码上扫购

码上扫购

码上扫购

码上扫购

这次，“流浪的爬行者”淘宝义卖小站和

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合作，是为了借此

平台让更多力量加入到公益助学的事业中

来。为此该店特推出独家活动，今日起至下周

四（17日），本刊的读者朋友在“流浪的爬行

者”小店可享全场商品9折优惠（通过旺旺与

小江及其助理小齐联系，报暗号“社区电商

周刊读者”即可享受9折）。小店的每一笔收

益都将用于贫困山区孩子们的助学公益基

金。本刊也会对此继续关注。

《社区电商周刊》读者独享9折

(

本版图片由江一燕的淘宝义卖小站“流浪的爬行者”提供

)

峨眉山世纪阳光大酒店的五星大床房

花水湾名人度假酒店

制图 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