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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儿时尚变革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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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和方法]以人物传记为主要研究资料，从生平生活、
精神层面和时代变迁等方面系统
舒适的设计理念，她设计
探究一个真实的香奈儿。[研究结果和结论]文章分析了“时尚女王”
追求简约、
的服装以及创造的神秘而与众不同的香水和璀璨华丽的珠宝。幼年的不幸并未阻止香奈儿后来成为
引领世界时尚的先锋者，
即使有着波折的情感经历，
她仍然以坚强独立的姿态在服装界、艺术圈甚至
商业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也影响了一代女性为争取自由独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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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hanel's Fashio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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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biograph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a real Chanel from the aspects of her
life, spirit and changes of tim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fashion queen's pursuit of simple, comfortable

design concept, her design of clothing and the creation of mysterious and distinctive perfume and

resplendent jewelry. Chanel's misfortune in her childhood did not prevent her from becoming a pioneer in
the fashion world. Although her love journey had twists and turns, she still blazed a trail and became a big
name in the clothing industry, the art circle and even the business world with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attitude, which also stimulated a generation of women to strive fo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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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设计师嘉伯丽尔· 香奈儿（1883~1971）

侧重点。徐少飞研究某个时代香奈儿服装设计

也是二十世纪的女企业家，
所经营的产品包括时

的创新，如 20 世纪香奈儿在服装设计中融入

装、
香水、
珠宝等，
从一个女帽设计师迅速转型成

男性化元素：
针织面料、女式运动服、直线型轮

为潮流的引领者，最后所有的上流社会人士都

廓、
中性色调等[1-2]；胡楠等研究了香奈儿的个

将她奉为时尚标杆。关于香奈儿的相关研究，

人经历及对她的创作力的推动作用，如幼时居

学术界已有大量的论文和传记，每个学者各有

住过的修道院细节出现在她的服装及珠宝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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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少女时期的情人卡佩尔·博伊资助她在

会彰显女性的特性。
“女人不是为她们的丈夫

巴黎开店，毕加索、迪亚吉列夫、考克多等艺

而是为自己而穿衣打扮”
。1914 年下半年，
法国

术家给她带来先锋派的创作灵感等 [3-8]；储小

贵族经常去多维尔海滨圣地游泳、打马球、板

兵等研究香奈儿的品牌标识，包括山茶花元

球、高尔夫球等，因此女士们需要行动便捷没

素、双 C 标志、菱格纹、粗花呢、彗星珠宝、小

有任何束缚的服装，而香奈儿设计的简约轻盈

黑裙等

；陈征等研究香奈儿的品牌文化及

的运动装恰恰迎合了当时的需要。香奈儿目睹

设计风格，让女性摆脱繁复装束的束缚，体现

了奢华的消亡，
一个时代的终结。巴洛克风格的

出优雅、
精致和独立的精神

服装抹杀了女性的线条，让女人成为财富和奢

[9-11]

。香奈儿的传记

[12-13]

有部分是来自她生前亲友的记录和撰写。其中

侈材质的摆设，
而香奈儿改变了所有的一切[15]。

伊莎贝尔·菲梅尔著《你所不知道的香奈儿》以

(3)追求
“舒适”
和“便于行动”
。1916 年香

香奈儿唯一亲近的后代嘉伯丽尔·帕拉斯 - 拉

奈儿寻找到一种接近针织的新面料──泽西

布吕尼通过回忆，叙述了有别于传奇与公众形

织物。创新后的套装包括四分之三身长的外

象的香奈儿。好友包括作家保罗·莫杭(作品

套，
解放了脚踝，
缩短了的裙子，取消了腰部设

《香奈儿的态度》)、克劳德·德雷(作品《孤独的

计，
线条取代了繁复的装饰，
宽松合体的衣服展

香奈儿》)、
《Marie Claire》 杂志的主编马赛

现出女性朴素优雅和柔美气质[16]。香奈儿的直

尔·黑德里希(作品《时尚先锋香奈儿》)、安德

线型设计避免对腰部和胸部的表现或束缚，转

关于香奈儿的
烈· 路易·杜布瓦等。很多年来，

变了女性们的生活方式，是对传统观念的大胆

一切被写成书，拍成电影，却没有作品从最私

反叛。

密的视角还原她的信仰与灵感，她对象征符

2 时尚女王的品牌帝国

以
号、精神世界、神秘主义、文学、诗歌的喜爱，

1910 年，香奈儿在巴黎马勒泽布大道 160

及对所爱之人及家庭的依恋。笔者试图从香奈

号开了第一家帽子店；
1913 年，她在杜维埃开

儿的传记中探索一个真实的香奈儿。

了第一家服装店；
1915 年，她在比利亚兹拓展

1 时尚女王的服装设计理念

第二家服装店；1921 年，
她的“5 号香水”
上市。

（1）简约就是美。有一张出自 1906 年香奈

“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属于自己的香

儿在公园散步的照片，她穿着自己亲手做的服

水”
，这是香奈儿关于自由与独立的宣言。香奈

装：长至脚踝用带着阳刚之气的西装布料做的

但她是
儿不是第一个出售香水的服装设计师，

吊带裙，上身是开襟短上衣，搭配一件斜纹衬

第一个宣扬自己设计出香水的设计师。一战

衫，脖子上的丝巾做了完美的点缀。她戴的帽

后，香奈儿推出三款香水：岛国乌木、香奈儿 5

子只用了一朵简单的花来做装饰，这种风格轻

号和俄罗斯皮革。香奈儿香水最大的两个特点

便又简洁，显得别具一格。20 世纪初的女性依

是神秘和与众不同。早在 1920 年，
在法国南部

然穿着过分装饰的保守的衣服，带着装饰花

的格拉斯香水实验室，
曾任俄罗斯沙皇的宫廷

束、长羽毛和薄纱的帽子，女性一直是男人身

调香师的恩内斯特·博克斯与香奈儿一起设计

边的美丽饰品。初到巴黎的香奈儿细心观察和

香水，第一款香水的灵感来源于北极圈附近午

研究过往行人的衣着，坚持自己的判断，敢于

夜时分湖泊与河流在极光的照射下散发出极

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这种简约就是美的时尚风

度清灵的气息，
全球第一只乙醛花香调的香水

格，成为了香奈儿的工作原则[14]。

CHANEL N毅5[15]114-118。香奈儿带着新研制的 5 号

（2）
“时尚应该诠释地点、时间”。在那个强

香水去戛纳最热门的餐厅与朋友共进晚餐，悄

调女性形体美的时代，香奈儿认为追求自然才

悄把香水喷洒在经过他们身边的女士身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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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杜维埃、
比亚利兹和巴黎的店里都喷洒了
5 号香水，
还在产品正式上市之前提供小样，
这
些都显示出她的商业野心。香奈儿香水包装瓶
是一种用艺术装饰线条的极简约风格包装瓶，
不同于当时各种花哨的瓶子，它深深地赢得了
淑女名媛的心(图 1)。

图 2 1937 年，
香奈儿与杜拉公爵联袂设计了彩色水晶拷式手镯

Fig.2

In 1937, Chanel teamed up with the duke of Dulla to
design a multicolored crystal cuff bracelet

这些服饰珠宝反而没有真珠宝的傲慢”
。
1932 年 11 月 1 日香奈儿在巴黎福布格·P
圣·P 霍诺瑞大街 26 号个人钻石珠宝展上，显
示她设计的珠宝受到修道院经历、
古希腊或拜
图 1 1940 年 3 月美国《时尚》杂志香奈儿 5 号香水广告

Fig.1

March 1940 American vogue magazine for Chanel No.5
perfume advertisement

1924 年法国化妆品企业的老板皮埃尔和
保罗·威泰默兄弟意识到香奈儿 5 号的市场潜
力，开始与香奈儿合作提供香水和美容产品的
生产，向法国及全世界推广及销售。香奈儿占

占庭装饰图、卢浮宫艺术、维也纳和慕尼黑之
行的影响。香奈儿迷恋夜空群星一样闪闪发光
之物，设计出系列钻石珠宝，包括各种尺寸的
星形珠宝、彗星珠宝、新月珠宝，以及飘带、蝴
蝶结、穗饰，都能变幻为光彩照人的项链、花
冠、
胸针和头饰(图 3)[17]。

有 10%的股份，丰厚的利润让香奈儿不需要依
靠丈夫赡养而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5 号香
水是一种革命，不仅因为它与其他绚丽容器存
在鲜明对比充满现代感的瓶身，更因为它象征
着要求为自己创造香水的香奈儿的坚毅精神。
1924 年香奈儿聘请了艾蒂安·德·博蒙伯
大文豪雨果的曾孙
爵做珠宝的设计总监。之后，
尚·雨果与另外一位意大利贵族佛杜拉公爵为
她设计珠宝(图 2)。雇佣贵族来设计珠宝，
打破
传统阶级观念，足以证明香奈儿无人能及的强

图3

(左)彗星项链 1932 年款式，(中)星光天河系列项链，(右)白
金钻石彗星戒指

Fig.3

Comet necklace 1932 style (left) , Starlight tianhe necklace
series (center), Platinum diamond comet ring (right)

—影响设计的成长经历
3 隐秘的真相——

势。香奈儿对于珠宝的随性态度是违背传统价

香奈儿的童年很不幸，
父亲的离开加上母

值观的，她曾将西敏公爵送的珍珠和祖母绿随

亲的去世，
她被遗弃在奥巴辛有着坚固石墙的

并
意地披挂在斜纹软呢外套和素面羊毛衫上，

孤儿院里，
这里的生活禁锢、
乏味、
枯燥。然而，

轻松地令所有上流社会女性纷纷效仿。她开创

不幸的童年造就了香奈儿面对苦难却不屈不

—佩戴真假珠宝混用
了新的珠宝设计风格——

挠的精神，以及坚强、
勇敢、
独立、
自尊心强、不

而
的饰品，
“在那个华丽年代，奢侈品太易得，

轻易放弃的性格。她继承了父亲倔强和不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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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性，独一无二的个性特质注定她成为那个

灵感。1920 年塞特夫妇带着香奈儿参加他们的

时代的时尚先锋。幼年唯一温暖的回忆是暑假

意大利蜜月之旅，
塞特是才华横溢的巴洛克艺

时被邀请去姑妈路易斯·科斯捷家，陪伴她的

术家，带着香奈儿访遍威尼斯博物馆，悉心教

还有小姑妈阿德里安娜[16]109。在姑妈家的储藏

导她鉴赏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和种

室，香奈儿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及有着时装

类，
对她的美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设计图的画报，
这些成了她的宝藏，
激发了她的

香奈儿进入了先锋派艺术圈后，
着眼于艺

梦想，
引领她走入了不同的世界，
还对她的人生

术而资助迪亚吉列夫重演芭蕾舞剧《春之祭》；

观和爱情观产生了很大影响。傲气、
固执而坚强

首次戏剧之约──为考克多的希腊悲剧《安蒂

的个性影响了香奈儿日后在服装和珠宝设计上

戈涅》设计戏服，
安蒂戈涅穿的厚重的如古希腊

的风格(图 4)。

瓶子上图案的羊毛裙获得了法国版《时尚》的好
评；与毕加索携手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舞剧创
作，
香奈儿负责设计《蓝色列车》的服装(图 6)，
毕
加索主导舞台幕布和节目单的创作。香奈儿对经
典进行再创造，
加上了自己独到的诠释[15]95-111。

图4

香奈儿手捧一本《中东伊斯兰》，她从艺术画册和杂志中
汲取创作灵感

Fig.4

Holding a copy of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Chanel drew

inspiration from art albums and magazines

香奈儿的挚爱卡佩尔因车祸不幸罹难，
给
香奈儿的内心造成巨大的伤痛。毕生密友米西
亚·塞特 (米西亚第三任丈夫是西班牙画家荷

图6

1924 年香奈儿为芭蕾舞剧《蓝色列车》设计针织面料的运
动风戏服

Fig.6

In 1924, chanel designed a sportswear costume made of
knitted fabric for The ballet blue train

西·马利亚·塞特)的到来对香奈儿产生了重大

另外，经由米西亚引荐香奈儿结识了先锋

影响。米西亚将香奈儿引进她的艺术圈，
从毕

“艺术家
派诗人皮埃尔·勒韦迪。勒韦迪的理念

加索到迪亚吉列夫等几乎所有当时巴黎著名

一定要保持完全清醒，以便抓住飞驰而过的实

的 艺 术 家 ，画

物”与香奈儿的设计理念“时尚不仅仅存在于

家、作家、诗人、

衣服里，
时尚存在于空中”有着共鸣。之后，香

作曲家及舞蹈

奈儿还结识了法国艺术家、插画家保罗·艾里

家，不仅对香奈

布，
因为他经常为派拉蒙电影公司设计布景和

儿恢复生活意

戏服。他们对艺术和创造有着相同的兴趣，两

志起到很大帮

人都拥有一丝不苟、坚韧不拔的性格，彼此惺

助，而且给香奈
儿日后的创作
提供了不竭的

惺相惜。
图 5 香奈儿私人收藏的狮头纽扣
Fig.5

Lion head buttons from Chanel's
private collection

1926~1931 年，和威斯敏斯特公爵相恋期
间，
香奈儿爱上了英国风格。新设计中融入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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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元素。将公爵的斜纹软呢外套改制成小外
套和套装，也在公爵的仆役和管家的条纹制服
上获得灵感，作为自己时装系列的主题，设计
出“香奈儿英伦风”
。她大胆地把配晚礼服的珠
宝用来配便服：制服马甲前垂着珍珠项链，贝
蕾帽上镶嵌了一簇宝石，腰间别着佛杜拉珠
宝。威斯敏斯特公爵让她体会到低调含蓄的英
式优雅，深藏不露才是奢华的真谛，香奈儿经
常说：让简单的东西变得不平凡，是奢华唯一
的目的[16]184-186。

—随世而变的设计
4 潮流引领人——
香奈儿把她对潮流趋势的观察应用在服
装设计中，并引起了广泛共鸣。她是一位创新
者、一位革命者。香奈儿出生不到 30 年时间
里，法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法国战败(1870~

图 7 1913 年拍摄于杜维埃，香奈儿与一位友人

Fig.7

Chanel and a friend pictured in Thu wai el in 1913

1871 年)、普鲁士人侵占巴黎、拿破仑三世退

小店铺纷纷关闭，她的服装店是城里唯一可以

位、杜伊勒里宫被烧毁。虽然法兰西第二帝国

买到衣服的地方。她收购了当时女工和下层人

刚刚灭亡，但那个时代的风尚早已消失。骑兵

士使用的库存针织面料，来代替塔夫绸花边、

的装束变得简单，平顶帽取代了高筒檐帽。19

鲸鱼撑之类的材料；为了便于行走，她将裙子

与
世纪末，
男士身穿合体夹克，头戴薄绸软帽，

剪短而不会拖在地上，创造了极简主义风格的

满身累赘、头上塞满鲜花和丝带的女士形成鲜

服装。她从来没想过要为大众服务而工作，但

香奈儿正是深深了
明对比。在法国南部赛马场，

是这种简洁舒适的设计风格恰好符合了战争

解当时男士们简约合体的穿衣审美，才有她身

时期女性的社会需要，她的服装变成了女性同

上的每一样东西都简洁大方、
打着学生式领带、

胞合身的战袍。

穿着简单的白衬衫、戴一顶窄边平顶草帽的形

1920~1924 年俄国革命，香奈儿结识了一
些流亡到法国的俄国没落贵族。他们一起参加

象。
1913 年香奈儿创造了运动时尚。在诺曼底

茶话会组织沙龙派对，彼此之间用俄语交流。

海滩娱乐，人们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女人

佩腰带的长款
那几年香奈儿吸收了俄国刺绣、

们没有运动服，着装严重妨碍行动。香奈儿从

衬衫等元素。1920 年她发布的束腰外衣和俄国

诺曼底渔夫的服装上汲取灵感，用做内衣的经

刺绣裙装大受市场欢迎，
香奈儿便专门成立了

编针织物设计休闲外套。以后的几年，寻常的

刺绣工作室(这个工作室由季米特里的妹妹女

工作服、士兵们穿的杂务服以及她情人们的衣

大公爵玛利亚负责)。1922 年的时装展依然反

橱里的服装等男装元素成为香奈儿的创作灵

映着俄罗斯精神，带有俄国风格的女衫鲁巴什

感，为女士们的娱乐和工作生活创造出一种全

卡、带有肋条形军装胸饰大衣Pelisse 和借鉴

新的时尚。香奈儿身着开领休闲女士衬衫、
外

了俄国军装剪裁的海军领外套。这位女大公在

套及宽松罩衫，体现出她简约的品味和删繁就

欧洲各国宫廷的锦绣丛中长大，
也目睹了旧时

简、
去粗取精的决心(图 7)

。1914 年第一次

代的消亡，
和香奈儿有同样的成长经历──在

世界大战使香奈儿成为大赢家。当时法国的大

修道院学过刺绣。玛利亚从里昂丝绸、
普希金

[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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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和彼得罗洛夫宫的锦缎窗帘和家具的图

裙，同时也为朋友萨尔瓦多·达利的超现实主

案中汲取灵感，为香奈儿刺绣。旧的元素经过

义色彩的芭蕾舞剧《酒神节》制作戏服。战争爆

重新组合成为新的时尚，女大公与香奈儿的合

发后，
时装屋仍然保持营业，香奈儿认为
“时装

作也反映了时代的发展趋势[16]140-147。1932 年出

[15]224-252
充满女性优雅，
摒弃一切残忍和仇恨”
。

版的玛丽亚的回忆录中描写了香奈儿为现代

5 女权主义的先锋

精神所做的努力，
“香奈儿女士是第一个面向

有观点认为，性别平等是女人获得幸福的

最广泛意义的公众，并对各式各样的喜好定出

前提，
香奈儿的一生却是个绝佳的反例。商业

一种标准，让所有人喜欢。她是第一个基于经

管理才能让她在财富上和精神上成为独立而

[15]137-143
济观点把女装艺术民主化的人”
。

自由的女性。在相关传记中，让香奈儿爱不释

1925 年，
黑人文化开始引起大众媒体的关
注，新奇又富有创造力的美国爵士乐和巴黎人

手的书籍有《简·爱》和《呼啸山庄》，这两本书
是当时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品。

黑人都会出入的夜总会将约瑟芬·巴克带到世

1916 年香奈儿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了经

人面前，大受欢迎的《黑人话报社》让她一夜成

济独立，
同时她的时尚产业推动了女权运动的

名。而香奈儿善于抓住和利用大众口味，
1926

发展。战时西班牙保持中立，与法国毗邻的比

年美国版的《Vogue》刊登了一副关于香奈儿设

亚里茨有着丰富的物资和富裕的客户，
香奈儿

计的插图，一条简洁又优雅合身的黑裙，搭配

—拓展新店
借此机会实施自己的战时计划——

一串白色珍珠项链，被称作“福特式”香奈儿时

圣塞瓦斯蒂安和毕尔
铺。西班牙宫廷、
马德里、

装(图 8)。这条小黑裙大受欢迎，象征着逆反文

巴鄂等地的订单源源不断，
香奈儿手下已有近

化的成功，标志着男性左右女性着装时代的结

300 名雇员，她安排自己的妹妹安托瓦妮特在

束

比亚里茨负责具体事宜，自己负责该地的补

。

[16]167-175

给。没过多久，
香奈儿偿还了博伊·卡佩尔的所
香奈儿
有资助，
获得了经济独立。战争爆发时，
为女人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她们通过自己的劳
动获得体面的收入，再也不用征求丈夫的许
可，
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生活自由。
在繁多的私情杂务干扰下，香奈儿丝毫
没有放松推进事业的脚步，她明白俄罗斯蕴
含的商业潜力，把创造性和商业头脑完美结
合。1920 年借着恩内斯特·博克斯的帮助发明
了CHANEL N毅5 之后，
在康朋街雇佣俄国流亡贵
族当店员和模特，
而这些散发着斯拉夫魅力的
落魄贵族成为她服装和香水的最佳代言人。最
图8
Fig.8

“福特”式香奈儿插画
1926 年《VOGUE》刊登

In 1926, VOGUE published an illustration of Chanel in the
style of ford

典型的例子，
香奈儿聘用俄国玛利亚女大公作
为刺绣工作室的负责人。玛利亚希望自食其力
经营着工作室，雇佣几个俄罗斯姑娘，后来员

1939 年夏天二战爆发前，
国难当头的巴黎

工数量也渐渐扩大。香奈儿事业的成功激励着

歌舞升平，在巴黎狂欢派对的间隙，香奈儿一

成百上千的女性们努力实现经济独立，
摆脱对

直在设计她的高级定制服系列——
—吉普赛舞

男性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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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2 月香奈儿在 《圣保罗先驱报》发
表文章表明，时尚产业是法国也是整个世界最
伟大的产业，时尚带动了羊毛、棉布和丝绸工
业，为百万男女制造工作机会；时尚产品对运
输业也有重要意义，可以振兴铁路、航海运输、
海关、
商人和店主的生意。经济大萧条给香奈
儿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香奈儿依然立场坚定
乐观面对

。

[15]231

6 结语
1971 年香奈儿逝世后，关于她的传记作品
层出不穷。扑朔迷离是传奇的本质，传奇也因
此才耐人追寻。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仿佛可以

[5]刘学明. 香奈儿帝国的美学 [J]. 收藏, 2012(6):86-89.

LIU Xue-ming.Aesthetics of Chanel Empire [J].Collection, 2012
(6):86-89.

[6]传奇的源起:修道院美学 [J]. 艺术界, 2011(1):156-157.

The Origin of Legend: Monastic Aesthetics [J].Art World,2011(1):
156-157.

—一场关于梦想的革命 [J]. 林业经济，2010
[7]黄英. 香奈儿——
(12):74-76.

Huang ying.Chanel：a Revolution on Dreams[J].Forestry Economics,
2010(12):74-76.

[8]田霏宇. 法国设计先锋和艺术大师们[J]. 艺术界, 2011(6):7679.

TIAN Fei-yu.French Design Pioneers and Masters[J].Art World,2011
(6):76-79.

—以 Chanel 品
[9]储小兵.服装奢侈品牌标识性设计元素研究——
牌“山茶花”
元素为例 [J].艺海, 2014(4):98-99.

CHU Xiao -bing.Study on Logo Design Elements of Luxury

听到香奈儿亲自讲述一生的精彩与跌宕。她的

Clothing brands—a Case Study of Chanel Brand ‘camellia'

简约时尚、优雅精致的服装设计理念我们已经

[10]Issey.香奈儿优雅与永恒的山茶花王国[J].医学美学美容, 2014(1):

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那有着极简线条风

Elements[J].Yihai, 2014(4):98-99.
94-97.

格包装的 CHANEL N毅5 也会散发着自由与独立

Issey.Chanel Elegance and Eternal Camellia Kingdom [J].

的气息，彗星珠宝、水晶手镯里隐藏着她打破

[11]Angel.时尚女王的珠宝帝国[J].中国黄金珠宝，
2013（13）：
44-

传统阶级观念的强势态度。不幸的童年经历造
就了香奈儿的坚强和傲气，爱情和友情使她变
得独立和自信，这些独一无二的个性特质注定
她成为那个时代的时尚先锋。她不仅设计服
装，设计人生，用自己的设计为自己带来快乐；
她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一
代女性。香奈儿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充满传奇的
精彩人生。

Medical Aesthetics and Cosmetology, 2014(1):94-97.
47.

Angel.Fashion Queen's Jewelry Empire[J]. China Gold Jewelry,

2013(13):44-47.

[12]陈征.从香奈尔品牌文化的角度谈女性服饰美 [J].艺术与设
计(理论), 2010(5):253-254.

CHEN Zheng.On the beauty of women's clot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el Brand Culture[J].Art and Design(Theory),
2010(5):253-254.

[13]崔亚岚. 可可·香奈儿设计风格中的现代设计美学研究[J]. 教
育教学论坛, 2012(38):180-181.

CUI Ya-lan.Study on Modern Design Aesthetics in Coco Chanel
Design Style[J].Education and Teaching BBS,2012(38):180-181.

[14]李新野，周俊宏. 香奈儿和她的浪漫传奇[M].杭州：浙江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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