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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究意义]香奈儿是 20 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时装设计师、企业家、女性主义的代表，其传记和生平众说纷纭、真
假难辨、毁誉参半。[研究方法与内容]文章根据可靠的香奈儿传记，以作为服装设计师的香奈儿为主线，对其一生在服
装、
香水、
珠宝设计等方面的创造性以及对女权主义贡献的描述进行年谱性的简编，以期简明扼要展现服装设计师的成
长与性格、时代的关联性，突出显示这一服装社会史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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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dium of Chanel Chro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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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el is the most legendary fashion designer, entrepreneur and feminist in the 20th century, her life history was
praised by some people and defamed by other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reliable biography of Chanel, the
paper describe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sign of costume, perfume, jewelry and feminist in order to show the relation among
the growth of the costume designer, personality and age as a classic case of social history of cost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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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伯丽尔·香奈儿(1883耀1971 年)，出生于法

和友情使她变得独立和自信，这些独一无二的个

国。据《香奈儿》传记载，香奈儿是家里第二个孩

性特质铸造她成为了时尚先锋。她的思想观念与

子，
很早就成了孤儿。她的父亲是一名杂货商贩，

行为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女性为争取独立

[1]

母亲早亡，
在奥辛巴的修道院长大 。香奈儿作为

研究香奈儿的资料包括伊莎
自由而努力[7]。目前，

她
20 世纪的时装设计师，她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贝尔·菲梅尔著的《你所不知道的香奈儿》、保罗·

[2]

不仅创作了简约优雅的时尚女装 ，
还研制出独具
[3-4]

[5]

个人魅力的香水 ，
以及璀璨精美的珠宝首饰 。
她的经典作品包括小黑裙、女士运动服、粗花呢

莫杭(《香奈儿的态度》)、克劳德·德雷(《孤独的香
奈儿》)、
马赛尔·黑德里希(《时尚先锋香奈儿》)等

《香奈儿秘密
传记，以及电影《时尚先锋香奈儿》

套装、彗星珠宝、
Chanel N毅5 等 ，她创造的时尚

情史》
《可可·香奈儿》。对香奈儿的生平故事和经

诠释了时间和地点，
追求舒适，
崇尚简约美。香奈

典作品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热点，本文即全面收

儿童年经历的不幸造就了她的坚强和傲气，爱情

集与整理相关史料，
特别是香奈儿的亲近后代的

[6]

对香奈儿作为服装
回忆录及其好友撰写的传记，
设计师的一生以编年的形式做整理。

1883 年
2020-02-17；

2020-03-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7YJCZH079）
方雪娇，
武汉纺织大学技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通
信作者：
李强，
博士，
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辑部副编审。

父亲
8 月嘉伯丽尔·香奈儿出生于法国索缪，

昵称她为可可。

1895 年
香奈儿年仅 32 岁的母亲去世，其父将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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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朱丽娅-贝尔特、嘉伯丽尔（即香奈儿）和安

了她的第一家服饰

托瓦妮特遗弃在布里夫-拉-加亚德附近的奥巴

店（图 1）。除女帽

辛修道院；同时，将 2 个儿子阿方斯和吕西安安

外，还经营横纹针

置到农场当学徒。

织衫、
外套及衬衫。

1901～1903 年

阿德里安娜和安托

与同自
香奈儿入读穆朗城的教会寄宿学校，

瓦妮特身着香奈儿

己年龄相仿的姑姑阿德里安娜重逢，
两人成为一

设计的服装，成为

生的挚友。在教会学校香奈儿和姑姑接受了缝纫

服饰店的最佳代言

训练，
“姑姑会”
（教会的一个组织）则教她们装饰

人。

和美化帽子，两位姑娘还用白布的边角料缝制领

1914 年

子和袖口，
用以修饰修道院朴素的黑制服。香奈

第一次世界战

儿向
“姑姑们”
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井井有条，这

争爆发后，那些时

一原则演化为其后她的简约思维。这一时期，香

髦女人成群结队从

奈儿最喜欢看作家皮埃尔·德库尔赛勒的言情小

巴黎涌向杜维埃。

说，沉迷在浪漫主义的“通俗文艺”小说里，渴望

香奈儿很快适应了

过小说里的那种生活[8]。

战争时期的窘迫，在原料紧缺的情况下，她从马

1903～1906 年

童穿的运动衫和自己穿的编织训练服上裁剪下

香奈儿和阿德里安娜被一家服装店雇佣。
1906 年 6 月香奈儿在圆亭歌舞咖啡馆结识热衷

图1
Fig.1

香奈儿在杜维埃她的时装精品
店前(1913 年)
Chanel in front of her fashion
boutique in Duvier

针织面料进行服饰设计。她第一次把米色用在针
织面料上，还用在房屋的内饰、墙壁、窗帘、地毯

于养马和骑术的艾提安·巴勒松。

和沙发上。“时尚应该诠释地点、时间”，香奈儿

1906～1908 年

设计的简约的针织外套、直筒裙和素净的水手

艾提安·巴勒松邀请香奈儿入住自己位于贡

衫，别致但毫不张扬；纯色，契合时代氛围；穿着

比涅森林附近的庄园。巴勒松教会香奈儿骑马和

这些衣服，人们可以开救护车或军车，既适合战

开汽车。香奈儿身着由自己改良的巴勒松的西

争时期要求女人们完成的工作，也适合在海边

服、
衬衫和领带，
前往骑术练习场附近，
拜访曾为

漫步[8]78-79。

贡比涅第五龙骑兵团缝制军装的裁缝，
请他改进

1915 年

自己的设计。1908 年香奈儿结识了一生的挚
淤

香奈儿在比亚利兹（法国南部的著名海滨度

爱——
—亚瑟·卡柏 。卡柏不仅是香奈儿的一生挚

假胜地）开设首家时装公司。卡柏为她撰写的读

爱，
更是深刻影响她信仰与思维方式的最重要人

书笔记，
她极为珍视，
终其一生始终妥善保存。在

物。卡柏同时也将她引入了玄学的世界，令她涉

香奈儿同他一起研究全新的
卡柏的巨大影响下，

猎传统与宗教的历史[9]。

领域和内在的世界。卡柏带领香奈尔参加宗教入

1910 年

门仪式，推荐她阅读神智学及共济会的文章。香

香奈儿 27 岁。她得到艾提安·巴勒松的资

助，
在巴黎康朋街 21 号开了一间名为“香奈儿时

奈儿从卡柏那里获取了某些信仰，通过他接触到
了神智学与共济会的圈子，
并结识了一些神智学

尚”
的女帽店，
开始经营女帽生意。她设计的平顶

家。和卡柏一样，香奈儿也信奉轮回和灵魂的渐

草帽大获成功。店里有妹妹安托瓦妮特和小姑姑

进，
向往着精神的自由。

阿德里安娜帮忙。这一年姐姐朱莉娅-贝尔特自
杀身亡，香奈儿为她抚养年仅 6 岁的儿子安德
烈·帕拉斯，
并视为己出。

1913 年
在杜维埃（巴黎附近的一座海滨小镇）开设

《半人
卡柏曾经推荐香奈儿翻阅的书单有：
半神》
（詹姆斯·斯蒂芬斯）、
《神秘日本的掠影》
（约瑟夫·所罗
（拉夫卡迪奥·赫恩）、
《柏格森》
门）、
《来自活死人的信》
（埃尔莎·巴克尔）、
《来
世》
（伊莎贝尔·布特恰特）、
《所罗门的智慧》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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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的智慧》
《人生之乐》
（约翰·卢伯克爵士）、
《薄

人。迪亚吉列夫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再度上映。

伽梵歌》。

香奈儿成为奥巴辛三姐妹
妹妹安托瓦妮特自尽，

1916 年

中唯一在世的一位。

香奈儿开始获得美国媒体的赞誉，此时她尚
未在法国拥有广泛知名度。她的雇员达 300 人，
并还清了向卡柏所借的债务。

1921 年
香奈儿把时装总店开在了康朋街 31 号。

1920～1921 年

香奈儿与结识已久的狄米崔大公虞交往

1917 年

香奈儿结识一生的挚友米西亚·赛特（图 2）于， （图 3）。在她的时装作品中加入刺绣、毛皮、
俄罗

在她的影响下接触艺术家圈子。在香奈儿眼中，

斯传统图案以及拜占庭十字等丰富元素。1920

只有艺术家们才值得结交。在米西亚及丈夫荷

年夏天，
狄米崔大公把调香师恩尼斯·鲍愚介绍给

西·马利亚·赛特盂的引荐下，她得以结识了从毕

香奈儿。

加索到迪亚吉列夫等几乎当时巴黎著名的艺术
家，
其中包括画家、
作家、
诗人、
作曲家及舞蹈家。

图3
图2
Fig.2

Fig.3

香奈儿和卡柏在 saint-jean-de-luz 的海滩上(1917 年)

In 1917，
Chanel and the Arthur Capar on the beach in
Saint-jean-de-luz

1918 年

香奈儿扩张巴黎精品店，
进驻康朋街 31 号。

1919 年

香奈儿与狄米崔大公(1920 年)

In 1920，Chanel and Archduke Demetrie

1921～1925 年

与皮埃尔·勒韦迪舆（图 4）相识并交往。米西

亚首先发现了勒韦迪，然后资助他出版《南北》。
米西亚鼓励香奈儿与勒韦迪独处，读他的诗篇，
这有点像赛特曾经作为香奈儿的导游，带领她发

12 月 22 日凌晨 2 时，
卡柏遭遇车祸去世。

现意大利博物馆的宝藏。勒韦迪是一个与迪亚吉

1920 年

列夫一样非常有魅力的人，
他在先锋派艺术的地

哀恸不已的香奈儿跟随荷西·马利亚·赛特

位，
直追毕加索之如现代绘画。他对于现代主义

夫妇前往威尼斯度假散心。赛特带着香奈儿访遍

的热烈情感，更凌驾于他对米西亚或香奈儿之

威尼斯各家博物馆，悉心教导她鉴赏琳琅满目、

的概
上。勒韦迪积极倡导
“艺术家就是传奇英雄”

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和种类。在一路寻访期间，

以便
念。他认为，
艺术家一定要保持完全的清醒，

香奈儿得以找回符号带给她的快乐：狮子是威尼

“抓住飞驰而过的事物”
，这一理念与香奈儿的

大理石雕或铜像
斯无所不在的象征，
它们以石像、

时尚存在于风中”有着
“时尚不仅仅存在衣服里，

形式不断出现。从香奈儿的寓所内其他装饰物可

共鸣。他们在一起进行某种形式的艺术创作，超

以清晰地看到赛特夫妇对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以

越了一般所谓恋人关系[8]108-111。他写给香奈儿的

及巴洛克风格在她设计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9]66-76

。

同年，
香奈儿在巴黎近郊加尔什租下绿色气息别
榆

墅，并在此接待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一家

诗（图 5）：

亲爱的可可
光阴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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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俄罗斯风格的女衫)、
Pelisse 大衣 (带有肋条形

岁月留痕
时光荏苒

军装胸饰的大衣)和海军领外套(香奈儿借鉴了俄

我在昏暗的生命中迷失了轨迹

国军装的剪裁)。玛丽亚·波夫洛芙娜余的刺绣成

重拾起 却比夜更加阴暗

为香奈儿春季时装发布会上最主要的款式[8]143。

唯一明白的是我用我整颗心拥抱您
而未来如何 我毫不在意

尚·考克多首次鼓励香奈儿为戏剧 《安蒂岗
妮》设计戏服。12 月戏剧首度献演，由毕加索负
责布景设计，亚瑟·奥涅格作曲，香奈儿设计戏
服。考克多称：
“因为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
服装设计师，
而我不能想象伊底帕斯王的女儿们
[8]105
穿着不得体”
。

同年香奈儿推出
“香奈儿 N毅22”
香水。

1923 年

香奈儿独资在戛纳 （法国南部城市尼斯附
近）开设了一家精品店。
2 月的《Vogue》杂志的法国版和美国版都刊

图4

皮埃尔·勒韦迪

Fig.4 Pierre Reverdy

登了香奈儿设计的戏服，标题是“香奈儿尝试希
腊风格，且依然法国”
，并赞赏她感性手法的演
绎[8]105。
4 月香奈儿买下巴黎康朋街 29 号。

在杜维埃结识皮埃尔·威泰默和保罗·威泰

默兄弟。

1924 年
香奈儿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作品 《蓝色列
车》 设计戏服，这个芭蕾舞剧由达律斯·米尧配
乐，
尚·考克多撰写剧本。
香奈儿通过威斯特西敏公爵，初次接触到粗
花呢面料。
图 5 埃尔·勒韦迪赠予香奈儿的诗集上的题献词亲笔手稿
Fig.5

A handwritten manuscript of an inscription on a collection
of poems given to Chanel by Pierre Reverdy

1921 年

香奈儿推出“Chanel N毅5”香水，并因此获得

香奈儿创立服饰珠宝工坊。
香奈儿发明了第一款防晒油 Huile Tan，研

制成功个人私用的第一款上推式唇膏。

“香
4 月 4 日，
香奈儿与威泰默兄弟共同成立

奈儿香水股份有限公司”
。恩尼斯· 鲍一直担任

巨额财富。5 号香水是一次香水的革命，它将天

香奈儿香水的技术总监。

然的原料与合成原料完美融合，核心成分是乙

1925 年

醛，还包括茉莉以及依兰依兰、橙花、五月玫瑰、
檀香、
波本香根草。
香奈儿离开绿色气息别墅，搬入巴黎圣·奥
诺雷街 29 号的奢华宅邸。

1922 年

2 月 5 日香奈儿春季时装展重新展示了带有

浓厚俄罗斯风情的设计，包括鲁巴十卡(一种带

外甥安德烈·帕拉斯结婚，香奈儿将位于比
利牛斯山区的科贝尔城堡赠予他。

1925～1930 年
香奈儿与西敏公爵俞（图 6）交往。她的时装

作品受英式优雅休闲风启发，开始加入斜纹软
镀金纽扣、贝雷帽
呢、羊绒开襟衫及时尚针织衫、
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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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香奈儿与西敏公爵在伊顿庄园
Fig.6

Chanel and the Duke Westmin原

ster at Eton Manor

图 7 “福特版”香奈儿小黑裙插图，发表于美
Fig.7

国版《Vogue》，1926 年

dress，
published

Vogue in 1926

1926 年

吕博芙谢妮契娃在《阿波罗》中身着
香奈儿设计的戏服(1929 年)

‘Ford's’illustration of Chanel’
s little

black

图8

45

in

American

Fig.8

In 1929，Lubbov Chenischeva wore a
Chanel costume in Apollo

马会，其中一件是蕾丝的小黑裙，另一件是有着

4 月香奈儿买下巴黎康朋街 25 号，
香奈儿设

小圆点的蓝色丝裙。杂志评论香奈儿所设计的新

计的
“小黑裙”
问世。美国 Vogue 杂志誉其为现代

系列，
在结合传统形式与迷人的现代主义上非常

女性的新制服，
与第一辆福特汽车的出厂具有同

成功。她在新设计中也融入了苏格兰元素，例如

等的革命性质，
并称赞可可香奈儿的这项设计具

运用苏格兰斜纹呢面料，
创作经典的柔软小外套

有民主的精神和功能主义的特色，是时代的结晶

和套装，
从西敏公爵的仆役和管家的条纹制服上

（图 7）。

外甥安德烈·帕拉斯的大女儿嘉伯丽尔·帕

拉斯-拉布吕尼出生。
勒韦迪隐居索莱姆修道院。

1927 年

10 月香奈儿先后买下巴黎康朋街 27 号和

23 号。

法国版《时尚》将香奈儿的一件作品入选为

“年度最佳毛衣”
，这一赞誉使其声名大噪，也从
此开创了她的伟大事业。
在恩尼斯·鲍的帮助下，香奈儿推出一款名
为“俄罗斯皮革”
的新香水，并雇用俄国流亡贵族
作店员和模特。
英国版的《Vogue》杂志宣布香奈儿开了伦敦

“香奈儿英伦风”[8]170。
获取灵感，
设计出

1928 年
香奈儿在洛克布鲁的高地上建造小憩别墅。

1929 年
外甥安德烈·帕拉斯的二女儿埃莱娜出生。
香奈儿为俄罗斯芭蕾舞团迪亚吉列夫的舞
剧《阿波罗》设计服装（图 8），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
基负责作曲，
乔治·巴兰钦逾编舞。

8 月，香奈儿和西敏公爵的地中海旅行途中

接到了远在威尼斯的迪亚吉列夫的抱病电报。8
月 19 日这位伟大的芭蕾大师辞世，香奈儿负责
操办葬礼。

1930 年
在派拉蒙影业公司(Paramount Pictures, Inc.)

分店。报道中有四张模特穿着香奈儿给上流社会

出品的电影《百老汇的王室家族》中，女演员艾

名媛淑女们出席大场合时设计的服饰照片：
两袭

娜·克莱尔曾穿过一套香奈儿设计的黑色露背晚

白色塔夫塔绸晚宴裙，
乃是让刚成年的女子穿着

装配一条红色狐狸毛围脖。

出入宫廷的；两件小礼服，适合穿着去看皇家赛

19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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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
輯
香奈儿与保罗·艾里布輥
交往。

头饰不仅“闪现惊人创意，且展示出绝美的低调

訛
輰
应萨缪尔·高德温輥
之邀前往好莱坞，以每年

华丽”
。摄影大师西尔·比顿在《时尚之境》一书中

100 万美金的酬劳签约为电影设计服装。她所雇

她的设计
写的：
香奈儿“有一种化繁为简的天分，

的喜剧电影 《三个百老汇女孩》 设计了 30 套戏

而代之的是极简设计的斜纹软呢外套和裙子。当

用的缝纫师已达 2，
400 人。为 1932 年 2 月上映

耀眼出众。女人们都摒弃了华丽繁复的装扮，取

服，
观众对电影不买账但是影评对香奈儿的服装

她们摘除了所有赘饰，如同西联电报员般干净、

持肯定态度。

质朴时，香奈儿为这种简约的服装添上珠宝，如

香奈儿和高德温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合
作是电影《今夜不再来》
（图 9），票房平平，但《纽

约时报》 评论这部电影是非比寻常的出色作品，
《New York》
部分归功于香奈儿的服装设计才华。

评论说，好莱坞的巨头们认为“香奈儿设计的服

装骚劲不够，她只是把女性打扮得更有女人味，
也
而好莱坞是想让一个女人看起来既能够正经，
[8]205-211

能狐媚”

。

来造就一种
祖母绿、红宝石、
一圈又一圈的珠链，
[8]217-220
低调的奢华感。”

1933 年
香奈儿发布了整
2 月 5 日，
法国暴乱前一天，

个以白色演绎的春季系列（图 10~图 11）。法国版
的《Vogue》称赞这一系列让人真实地触摸到春光
的色彩。其实，白色衣裙对香奈儿应该是带着悲
恸意味的：她年轻的诗人好友雷蒙·拉迪格因伤

图 10

在康朋街精品店，身穿黑裙的香奈儿被穿着白衣的女模
特环绕

Fig.10
图9

葛洛丽亚·斯旺森在电影 《今夜不再
来》中剧照(1931 年)

Fig.9

1932 年

Chanel in a black dress was surrounded by female models
in white at the rue Cambon boutique

Gloria Swanson in the movie Never
A gain in 1931

在巴黎圣奥诺雷街 29 号，
一栋法国 18 世纪

风格的堂皇建筑里香奈儿发表
“钻石珠宝”系列。
《Now York》的巴黎记者珍妮特·弗兰那被香奈儿
“每一件首
钻石珠宝的魅力与原创设计所打动。

饰都可以变化佩戴方式，展示出多样姿采：珠宝
冠变身为手镯，耳坠成为胸针，星星可以装饰到
吊袜带上。一物多用的设计，使得珠宝的投资更
为超值。”
《费城记录报》评价香奈儿的钻石流苏

图 11 在伦敦，
香奈儿和模特们在一起
Fig.11

Chanel was with the models i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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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逝于 1923 年 12 月，她一手操办了朋友的葬
礼，把他安放在白色的棺木里，以白马拉着白色

47

迪和嘉伯丽尔·帕拉斯-拉布吕尼前来陪伴。

1939 年

灵车驶向布满白色鲜花的教堂。中世纪的法国王

战争爆发后，关闭了时装屋，仅有香水及配

后和欧洲的王室，
都以白色丧服代表最深沉的悼

饰仍在康朋街 31 号继续销售。丘吉尔探望过香

[8]197-198

念

。

奈儿，
并一直和她保持电话联络。

香奈儿参与波德莱尔学会编纂的辞典中有
关“法式优雅对男性衣着美学的贡献”定义部分
的撰写。

香奈儿为让·雷诺阿电影《游戏规则》设计服
装。
这个夏天巴黎的派对热情不减，在狂欢的空

艾里布主编的政治期刊《目击者》大获成功。

隙，
香奈儿一直在设计她的高级定制服系列——
—

意大利西西里岛蓝血贵族佛杜拉公爵开始

吉普赛舞裙。

为香奈儿工作，设计了几款非常出名的经典作

同时，也在为她的朋友萨尔瓦多·达利的新

品，包括镶着马耳他十字架的铐式手镯(十字架

芭蕾舞剧《酒神节》制作戏服[8]244-245。

的设计灵感同样来自奥巴辛孤儿院地面的马赛

1940 年

克图案)。

1934 年

香奈儿离开丽兹酒店，搬入康朋街朴实的阁
楼寓所。力图解救外甥安德烈·帕拉斯。

2 月 6 日，
巴黎爆发了一场暴动。香奈儿的春

1941 年

引发的经济大萧条影响了客户订单，但她依然乐

1944 年

季时装发布会一如既往地在 2 月 5 日举行。战争

观面对，
署名撰写了多篇立场坚定的时尚文章。

1935 年
香奈儿事业到达巅峰，雇用近 4，
000 名工

人。保罗·艾里布突发心脏病猝于 La Pausa 别墅

内。亲眼目睹爱人之死令香奈儿从此患上失眠
症，
每晚需注射一剂安眠药方可入睡。

1936 年
香奈儿放慢生活节奏，从圣·奥诺雷街迁入
丽兹酒店，居住于一间俯瞰芳登广场的套房内，
直至
“二战”
前。

1938 年
香奈儿在小憩别墅度暑假（图 12），萨尔瓦

訛
輱
皮埃尔·勒韦
多·达利夫妇輥
、
玛利亚·德·格拉蒙、

狄米崔大公因肺结核病逝于瑞士。
但最终未果。
香奈儿尝试为和平谈判牵线，

1945 年
香奈儿在瑞士推出 3 款香水，分别命名为

“香奈儿女士 N毅1”
“香奈儿女士 N毅2”
“ 香奈儿女
士 N毅31”
。

1946 年

香奈儿与甥孙女嘉伯丽尔·帕拉斯-拉布吕
尼一同前往纽约旅行 4 个月。

1947 年

香奈儿与威泰默兄弟签订了令她颇为满意
的新合约，她获得香奈儿香水全球销售收益的
2%，
个人花销也由对方全部承担。

1950 年

10 月 15 日香奈儿自瑞士返回巴黎的途中，

米西亚·赛特去世。香奈儿亲自为米西亚梳头化
妆，
给她戴上首饰，
为她穿上白色裙子，以白色鲜
花环绕着她。

1953 年
事隔 14 年后，
香奈儿时装屋重新开业。皮埃

图 12

香奈儿在她地中海岸别墅的花园里(1938 年)和别墅内部

Fig.12

Chanel in the garden of her Mediterranean shore villa (in
1938) and inside

尔·威泰默宣布无条件支持她的复出。
西敏公爵去世。
香奈儿出售小憩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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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2 月 5 日，香奈儿推出全新时装系列。迈入

墓地是由她亲自选定的，
嘉伯丽尔·帕拉斯-拉布
吕尼的丈夫按照她的要求绘出了她想象中的墓

71 岁高龄，但宣称自己只有 61 岁。这次非同寻

碑，
并在上面雕刻了 5 头狮子。

而更在于嘉
于她给时尚带来了任何显著的创新，

注释：

伯丽尔·香奈儿一直都明白女人真正的渴求，并

淤亚瑟·卡柏，生于 1881 年，提安·巴勒松的朋友，在一个富有的

常的回归之所以能东山再起而后屹立不倒，不在

且一直创造那些能给予女人自信的服饰。
艾提安·巴勒松去世。

1955 年
2 月，香奈儿推出 2.55 手袋，皮穿链与菱格

纹设计成为永恒经典。

1956 年
“香奈儿套装”
问世。
姑姑阿德里安娜去世。

1957 年
香奈儿前往美国达拉斯领取“尼曼·马库斯
时尚杰出贡献奖”
。
香奈儿推出经典造型中的又一个元素：
双色
半高跟露跟女鞋。这种米色皮革配衬黑色鞋头的
款式，鞋跟不会设计得太高而影响行走，但高度
正好能让女人摇曳生姿，既讨巧又实用，是优雅
的点睛之笔。

1960 年
皮埃尔·勒韦迪去世。

1965 年
皮埃尔·威泰默去世。同年，香奈儿撰写遗
嘱，
成立可可·嘉伯丽尔基金会(COGA)，
安排在自
己去世后向相关人士提供津贴。

1967 年
香奈儿病痛比从前更甚，将自己最珍贵的资
料连同卡柏买给自己的家具物品一并交与嘉伯
丽尔·帕拉斯·拉布吕尼。

1970 年
由凯瑟琳·赫本主演的百老汇音乐剧《可可》
搬上舞台。
香奈儿推出香水
“香奈儿 N毅19”
。

1971 年

1 月 10 日周日晚，
香奈儿在回到丽兹酒店时

腹部剧痛难忍，女佣塞琳娜记录了她最后的遗

言：
“原来死是这样的。”
香奈儿被葬于瑞士洛桑。

天主教家庭长大。身为船主的卡柏靠运输煤炭发家，
他同时还
是法国政界重要人物克里蒙梭的密友，扮演着政治中间人的
角色。

于米西亚，1872 年生于俄国圣彼得堡，香奈儿的挚友。父亲齐普

里安戈德布斯基是一位波兰雕塑家，幼时她时常坐在弗朗兹·
李斯特腿上摆弄钢琴，也做过加布里埃尔·福莱的学生。1917
年与香奈儿相识，
她是受到众多艺术大师追捧的灵感缪斯，雷
诺阿、维亚尔、劳特累克和博纳尔都为她作过肖像画，她激发
了普鲁斯特和马拉美的写作灵感，拉威尔和德彪西因她写下
不朽乐章，
她也是考克多和毕加索乐于闲话的题材。

盂赛特，米西亚的丈夫。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巴洛克艺术家，擅
长绘制巨幅壁画。

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现代派音乐
的重要人物。

虞狄米崔，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堂弟，1916 年参加了刺杀拉斯

普廷（宫廷僧侣）的行动，事后出国暂避风头。经过香奈儿在霍
亚里越的朋友玛尔特·达韦利介绍认识。

愚恩尼斯·鲍，化学家、战士，1881 年生于莫斯科，他曾是俄罗斯

沙皇的宫廷调香师。1917 年十月革命爆发，他被迫离开俄国。
1920 年，在法国南部的格拉斯香水实验室，经香奈尔的俄罗

斯情人狄米崔大公介绍认识。

舆皮埃尔·勒韦迪，法国诗人，香奈儿的情人，比香奈儿小 6 岁。
他是毕加索的朋友，毕加索为勒韦迪的一部诗集作过插图，在

1921 年为他画过一幅肖像。出版的诗集有 《散文诗》、
《往往
集》、和《人工》等。

余玛丽亚·波夫洛芙娜，狄米崔大公的姐姐，她的第一任丈夫是
瑞典国王的次子。她熟悉沙皇时代帝俄宫廷的排场，
在欧洲各
国宫廷的锦绣丛中长大。为香奈儿提供绣品。
俞西敏公爵，英国的首富，他的祖父西敏公爵一世去世后，他直

接继承了格罗夫纳家族的财富。20 岁时父亲去世，
母亲改嫁，
但也是在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在遇到香奈儿之前曾有两任
妻子，之后在 1930 年娶了维多利亚女王御前大臣之女莉莉
娅·庞森比。他的家人和朋友称他为本德。

逾乔治·巴兰钦，
美国舞蹈家、
编导。一生编排了包括《堂吉诃德》
(1965 年)等芭蕾舞全剧在内的 200 多部芭蕾舞，执导多部歌

剧、音乐剧、电影的芭蕾布景。

訛 保罗·艾里布，1883 年生于法国西南部的昂古莱姆，插画家，
輯
輥
香奈儿的工作伙伴兼情人。两人同一年出生，有着类似的成长

经历，都来自外乡。1906 年自行创办讽刺画报《Le Temoin》，
他

的作品引起 时装大师保罗·普 瓦雷 的注 意 。1914 年在《Le

Temoin》倒闭后，艾里布和艺术大师考克多的朋友一起创建了

《Le Temoin》的新杂志，并顺利打入米西亚的时尚圈。1935 年 9
月 21 日，在香奈儿的 La Pausa 别墅突发心脏病辞世。

訛 萨缪尔·高德温，雄心勃勃的好莱坞著名制片人，拍片计划都
輰
輥

是耗时费钱的皇皇巨制。香奈儿与他共合作了歌舞喜剧片《全
盛时期》、喜剧电影《希腊人对他们有说法》(又名《三个百老汇
女孩》)、
《今夜不再来》三部作品。

訛萨尔瓦多·达利，出生于 1904 年，著名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超
輱
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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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想象力的艺术家，
他的作品把怪异梦境般的形象与卓越的绘图技术和受文艺复
兴大师影响的绘画技巧令人惊奇地混合在一起。他与毕加索、
马蒂斯一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三个画家。作品
充满了暴力和对传统社会禁欲主义的批判，代表作《记忆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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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ume by applying semiotics[J].Chinese media, 2008 (8):14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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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
《悍妇与月亮》、
《内战的预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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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Fashion queen’
s jewelry empire [J].China gold jewelr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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