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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奈儿性格视角下其品牌审美风格的探索
项化质 1，梁文倩 2
（1.湖北商贸学院 艺术传媒学院，武汉 430079；2.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院[研究意义]香奈儿作为“香奈儿”品牌的创始人，其设计理念影响了其品牌的审美风格，探其根本原因是性格使
然，[研究方法]文章基于香奈儿的早年经历，
研究其性格与品牌审美风格的联系。[研究结果与结论]研究认为：① 早年的
经历造就了香奈儿及其品牌的女性主义；②香奈儿个人的着装风格影响着香奈儿品牌的风格；③香奈儿品牌的审美风
格纪录了香奈儿的女性主义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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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brand aesthetic sty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el's personality
XIANG Hua-zhi, LIANG Wen-qian
(1.Department of Art and Communication,Hubei Business College,Wuhan 430079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Donghua University，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the Chanel brand, Chanel's design philosophy has influenced its brand's aesthetic style. The
root cause is due to personality.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Chanel's early years and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
personality and the brand's aesthetic style.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淤Early experience created feminism of Chanel and his
brand；于Chanel's personal dress style influenced the style of Chanel; 盂Chanel's aesthetic style recorded Chanel's feminist
aesthetics.
Key words:Chanel character; dress concept; aesthetics; style; brand

什么是风格？风格就是突破现有传统，放弃

们探寻，
“她”
的反向相扣品牌标志和流行了百年

大众公认的审美标准。对香奈儿而言，
却创造出

之久的斜纹软呢套装，
世人惊艳的小黑裙和人造

一种崭新的审美传统，
这就是香奈儿风格。透过

珠宝以及 NO5 香水还有优雅别致的山茶花，无

展示出她的生活阅
香奈儿鲜明独特审美的体现，

论是什么，
我们能想起来有关香奈儿其本人的所

历、
艺术素养、
情感倾诉以及审美变化。
“香奈儿”

有都是关于时尚、
高雅、
独立、自由和自信魅力的

也许是这个地球上女人最想拥有的品牌，虽然流

注脚与诠释，她已经成为服装史上的传奇，而关

行不断推陈出新，但是
“香奈儿”风格永远不会被

于香奈儿的个性、香奈儿审美风格形成、香奈儿

淘汰，
“香奈儿”
最了解女人，每一个女人在“香奈

作品创作灵感，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探索，她的一

儿”的世界里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在西方

生都在追寻美好，这种美好的向往对她的创作起

社会中传言一句话：
“当你找不到合适的服装时，

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1]
。
“她”
有太多的经典作品令我
就穿香奈儿套装”

1 早年的经历造就坚韧性格与着装
查阅香奈儿资料，她的个人经历并不容易，
香奈儿并未像同时代大多数女性那样结婚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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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年幼时期母亲不幸因病逝世，父亲就此抛弃
了她，从此，年少的香奈儿在修道院遭受了种种
磨难，这种磨难，
并非生活悲惨或遭遇虐待，
更多
孤独和苦闷。她所
的则是给她心理造成了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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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奥巴辛孤儿院周边的地理风貌冷峻、严酷、 （图 2）[3]。马术活动中男
孕育着独特的力量。19 世纪末，
这座西多修道院

穿着
士们头戴平顶小帽、

极度简约的建筑风格和
称为当地最大的孤儿院，

合身外套、衣领高高竖

严谨的宗教塑造了香奈儿坚韧的性格和简约的

起，显得魅力十足，善于

品味，不管是她个人穿着还是日后设计的服装，

感受周围一切的香奈儿

都完美诠释了香奈儿优雅理念的探寻和行程。在

将这些元素用于日后创

修道院里香奈儿虚构了一个快乐无比的童年，她

作的灵感中，
也为品牌诞

喜欢学习、沉默寡言，有时也反抗修女被森严的

生的审美风格树立了鲜

极度简约、
等级制度惩罚，
生活在这个没有色彩、

明的形象[4]。又如在派对

规则严苛的修道世界里[2]。从修道院出来后，香奈

活动中，
长裙、
软帽、
细高

儿在一家杂货铺里当店员，她并不甘心眼前的工

跟，
这些妨碍行走的东西

作，
香奈儿隐忍的性格中渴望改变，渴望新方向，

让女性们显得十分 拖

出于青春叛逆心理，她本能地向命运做出了抗

沓，香奈儿大胆的穿上

争。接下来的时间里，
香奈儿怀揣着进剧院表演

小领结外套与其他女性

的梦想，
步入了歌唱舞蹈事业，在那里，
她开启了

着装截然不同，她的穿

人生中的时尚帝国，
造就了独特先锋的着装理念

着透露出一种男装的简

与个性化审美，遇见了事业上扶持她的贵人，她

洁感，她头戴适合户外

接受了生活所有的馈赠，在这期间不仅在穿衣打

环境的窄檐小帽，并用

扮方面已经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着装，身上还洋溢

别针将其别住，
以免被强

着一股令人冷峻的活力。香奈儿时常出席活动，

风刮走，从头到脚，她身上的每样东西都简洁大

例如在赛马活动中，
当时的女人们几乎全都包裹

方，
虽然不时髦，
却轻便实用，
此外裁剪精良的大

得严严实实，
所有来参观的人们都用面纱把自己

外套和脖子上的丝质领带，也把她承托十分独

的面部身体包裹起来，香奈儿则引领时尚，把前

特。她永远都穿着比同期裙装更简洁且线条更流

额的头发剪成刘海式，成为了第一个将头发蓄到

畅的裙子，在香奈儿的审美观看来，当时流行的

眉毛上方的人（图 1），此外，她的穿衣风格、衣领

那种繁复而优雅的风格极其荒谬，可以说她领先

也值得关注，
尽管非常容易被忽视，
但在她的着装

于自己的时代，
可见当时的香奈儿风格雏形已基

搭配上看到了经典的小白领，她是香奈儿的标志

本形成，香奈儿遵循了自己着装艺术的基本准

图2

香奈儿衣着小白领、宽
檐帽

Fig.2

Chanel was dressed in

a small white -collar
and wide brimmed hat

则，
巧妙地将男装元素应用到他日后的品牌女装
上。挚友保罗莫行在《香奈儿的态度》中这样写
道：
“香奈儿的衣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正如
[5]
鲁滨逊为自己建造小屋一样。”
不过，香奈儿压

根没想到是自己的穿衣风格竟成为“香奈儿”审
美风格的雏形，
20 年后当她成为著名的女装设计

师时，世界各地都有女性选择白色衣领、领带和
平顶草帽。

2 香奈儿风格形成的品牌审美
在朋友的帮助下，
香奈儿开设了自己的第一
家帽饰店，该店出售帽子，她的制帽天赋得到了
图 1 20 世纪初期香奈儿马术活动的装扮

Fig.1

Chanel's equestrian costum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当时的名人追捧，大量的歌剧主角、杂志纷纷找
到香奈儿为其设计不同的款式，并发表于不同的
外套、
水手
时装杂志中。香奈儿偶尔也做工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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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当时香奈儿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出现在自
己的店里，
同时还会邀请自己的朋友来展示自己
设计的服装，这样的行为为香奈儿开创了新风
格，
这一举动也为自己带来不菲的收入。在设计
香奈儿加入了许多男性化的设计元
这些服装时，
素，例如卡柏运动衫，将运动衫的材质设计在游
泳衣的款式中，
那时人们的审美时尚把强调女性
而香奈儿开创了男孩风的游泳
线作为唯一目标，
装，她坚信，追求自然、不刻意凸显，反而会彰显
她的这一创举受到众女
女性的特质。事实证明，
性的追捧，
并且在服装设计领域中开始彰显自己
的设计地位。香奈儿在杜维埃开设了一家服饰精
品店，她斗志昂扬地进入时装界，打开了通往自
由的大门，
任何事情都不能使香奈儿放弃自己的

图 3 发布于《时尚芭莎》的比利兹长裙
Fig.3

Billiz dress published in Fashion Bazaar

事业，
虽然当初可能是出于向命运报复的目的才

自如的款式编辑们称呼为
“香奈儿迷你宽松裙”。

进入时装界，但无论如何，这份事业很快便成为

再如在 1917 年 3 月，香奈儿推出了 jersey 针织

发，
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中断自己的事业。在那个

面料外套裙装发表于 《优雅公报》
（图 4），这套

不稳定的年代中，资源匮乏骑兵 装饰变的简

jersey 针织面料套装包括一件及膝外套和一条宽
松的裙子，长度在脚

单——
—平顶帽取代了高筒毡帽，不过军帽上保留

踝处，没有腰带，也没

了搭扣、肋条似的扣眼织带和金银丝带，军服上

有任何的装饰，只搭

也保留了军队专属的九粒金属扣，善于观察把握

配窄边毡帽，她的设

时尚脉搏的香奈儿很快扑捉到这些有效讯息，将

计元素用线条取代了

这种元素用于自己的女装设计中。香奈儿说：
“一

装饰，干净简约，不强

个世界正日暮西山，而另一个世界如旭日东升，

调 女性 特质 和 曲 线 ，

处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中，机会向我招手，我就抓

突出舒适合体的衣

住了它，我是新世界的同龄人，时代造就我用服

服，朴素得如同男装，

[6]
尽管处于
透过话语，
装展现这个时代的变迁。”

但是又能展现女性柔

战争期间，她前进的步伐势不可挡，这印证了香

美气质的特征，形成

了她生命的全部。进入时装界不到一年，战争爆

奈儿不屈不饶的性格。例如在 1916 年 《时尚芭

莎》杂志首次发布了香奈儿的时装设计比亚利兹
系列裙子（图 3），该系列没有半点繁杂累赘的设

了典型的香奈儿风
格。这一款式的发布，
改变了由机器织成的

图4

发布于优雅公报的 jersey

针织面料外套
Fig.4

Jersey jacket published in
Elegant Bulletin

计，她淘汰了千篇一律的紧身胸衣和高领，裙身

针织品占据重要市场

正面的褶皱自然垂落，胸前的开襟大 V 领元素，

的局面，
改变了女性的穿衣方式以及审美方式的

模仿了男士背心的设计，
衣袖合理贴合了人体的

多样性。香奈儿创立了简约的男孩风貌审美风

关节部位，模特的帽子设计依附于头部，帽子的

格，
获得巨大的成功。

设计没有任何的面纱、
羽毛和其他的之前女士们

战火纷飞的时期，
任何事都不能阻挡香奈儿

的装饰。此外透过模特着装，
香奈儿彻底摒弃了

事业前进的脚步，香奈儿性格中渴望自由，渴望

以往的腰部设计风格，用一条围巾突出臀部，既

掌控，渴望事业变化，
渴望女性独立，香奈儿剪了

有装饰效果，同时又解放了人们审美观念，此系

更短的头发搭配贝雷帽，引起了一阵狂热，无所

列裙的发布得到了时尚编辑们的追捧，
这种轻盈

畏惧的香奈儿将事业办到了位于在巴黎康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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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号——
—开设了
“香奈儿”
精品店，
她在那里提出

儿风格逐渐扩散壮大，并

“舒适”
和便于
“行动”
了服装一定要追求
的理念[7]，

最终以小黑裙的为代表

这一观点得到众多名人的赞誉。在她设计的服装

展示香奈儿风格现代理

里，
强调取消腰部的设计，
解放脚踝，裙摆长度可

念（图 6）。法国版《vogue》

并结交了不
缩短。在设计上她施展了自己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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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小黑裙插图时，配文

政治家等。她
同名流，
包括艺术家、
画家、
舞蹈家、

以小黑裙的出现在当时

为众多名人设计不同类型的服装，
扩展了自己的

被称之为福特裙，指出香

设计范围，不仅局限于“香奈儿套装”
，许多新鲜

奈儿风格服装尽管是手

的人物、事务都为香奈儿提供了灵感创作元素，

工制作，但非常像福特汽

香奈儿的文学修养和审美风格透过社交圈的朋

车一样需要批量生产。这

友扩散，
奠定了时尚帝国的基础。香奈儿既漠视

表明小黑裙如此受女性

自己在社交界取得的成功，又因香奈儿以女性视

们的欢迎，小黑裙裁剪合

在那里女性一样能
角佐证社交界不仅只限男性，

体，不刻意突出腰线、胸

施展自己的才华，
社交界的大门从未向任何女性

线、臀线，这些象征着时

服装设计师敞开过，这由香奈儿打破了，标榜了

代审美文化的需求，标榜

香奈儿性格中先锋派的一面。时尚不仅仅存在于

丰满女性的时尚越来 越

女士服装中，更弥漫在

少，提倡舒适和自由的象征，标志着男性左右女

空气里，时尚乘风而

性着装时代的结束，
凸显出香奈儿简约风格的流

来，我们感受它，呼吸

事实证明，小黑裙在当
行，
彰显女性个性的需求，

着它，它远在天际，又

时是符合时代审美文化需求的，香奈儿懂得把自

近在街头，时尚无处不

己的职业理念融入在环境中，使简约和统一性得

在，它源于创意构思、

以最大化。香奈儿式风格审美在不同领域中都有

风俗习惯甚至是某些

所展现，
例如工人家庭出身的艺术家迪亚吉列夫

特定事件。香奈儿的职

制作的《蓝色列车》邀请香奈儿全权负责该舞台

业生涯中，还设计出用

剧的服装，
透过《蓝色列车》的服装不是带有现实

图6
Fig.6

香奈儿小黑裙
Chanel little black
dress

最小的方形瓶设计出

图 5 香奈儿五号香水

色彩的非现实装饰，而是真正的运动装，包括沙

香奈儿五号（图 5），这

Fig.5 Coco Chanel No援5

滩鞋和高尔夫鞋，香奈儿没有半点粉饰之意，而

种简约得像立方体的颈瓶，在设计界大获成功，

凸显出舞者的人
是用现实的魅力来装扮舞者们，

当时设计界的设计风格已然吹响了现代立体派，

性一面。作为富有事业心的女人，香奈儿既当设

这与
“香奈儿风格”
及其相识。

计师，又做商人，向越来越多的顾客分享自己的

香奈儿生活时代里，
欧洲各国艺术门类蓬勃

穿衣打扮方面的审美理念，香奈儿将自己的事业

发展，
如巴黎装饰艺术博览会上，艺术家、手工艺

衍生至好莱坞，好莱坞也像香奈儿敞开时尚的大

人展示各种不同作品，这些展品以其作用划分，

门。她为好莱坞的名媛们设计服装，也改变着好

体现的不是实用主义，就是纯粹的反奢华主义。

莱坞的时尚品味，在许多的电影镜头里，都能看

香奈儿定义了其后 10 年风格，艺术家们将“黑

到香奈儿风格的审美文化。在平民百姓中，香奈

色”
定义为一种时尚，并柔和协调了其他的配色，

儿也带来了一些具有革新的款式设计，例如休闲

黑色文化
对各个阶层的家庭和女性产生了影响，

长裤、条纹水手衫、传统的斜纹软呢外套和条纹

的流行，改变人们日常审美文化，从室内设计到

毛衣，引领着普通阶层的审美时尚。香奈儿说：

建筑设计，从服装设计到产品设计等，香奈儿懂

“我不喜欢有人说香奈儿为时髦，香奈儿首先是

香奈儿以超前的眼光懂得如何
得如何运用黑色，

[8]
风格永存。”
一种风格，
流行易逝，
印证了香奈儿

抓住这样的效应制造出时尚的风尚标，
在此香奈

符合不同时代审美文化需求。
风格代表了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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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牌审美风格继承了香奈儿个人的性格

美文化风潮，她不主动去迎合大众的审美，而是

“香奈儿”
品牌在二战期间被终止过，期间诞

—香奈儿风格，引
开创新的自身品牌审美文化——

朗文等奢侈女装品牌。不
生了如迪奥、
巴黎世家、

领时代的潮流。香奈儿对于美的诉求有自己独特

同品牌有不同的审美风格形象，
而香奈儿在合适

且深刻的见解，
不流于世俗，
对美的事物，都追寻

的时机里又回归于时装设计中，
香奈儿性格中的

尽善尽美，对自己足够自信，尊重内心的审美价

坚韧、
不屈不饶的精神在她年近七旬时再一次向

值观。随着历史的发展，
社会思潮不断发生变化，

品牌宣誓，站到了时装设计的舞台中心，心中的

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一样的人文审美方式，香奈

优雅、独立、自信、自由的信念又一次被激发，香

儿风格在审美理念上的追求，
坚信不管任时代流

系
奈儿造型走向了街头。例如香奈儿发布
“生活”

行风格遭受什么样淘汰，
唯有香奈儿审美风格是

列，被各大媒体报道，这位资深设计师重新执掌

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就如同文学和艺术的古典一

高级定制时装界，香奈儿被媒体追问如此成功的

样，他占据着服饰中的古典地位，是永远不会轻

而
原因，
她简洁的指出：
“服装必须要合乎逻辑。”

易被淘汰的。

这也是她性格中追求的目标。在她漫长的职业生
让自己的风格成为
涯中，
她改变了女人们的着装，
[9]

了主流风格，
甚至走向了人群，
街头随处可见 。香
奈儿性格中的孤单骄傲、独立自信、
追求完美、
专
制又充满激情的一面始终都能在她的工作中、设
计的作品中被大众镜头所捕捉到，透过不同系列
的发布，作品反映了香奈儿品牌审美风格的坚
守，始终如一的保持简约优雅设计、自信的独立
女性一面，在每一季的时装发布中，无论是模特
展示、
还是室内的装饰，
抑或是其他的配饰，
都保
持了追求现代简约的设计理念。发布会中“香奈
儿”
经典套装也是带有浓烈的香奈儿的性格的延
续。香奈儿十年如一日的拼命工作，
“香奈儿”品
牌在事业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她在商业管理上的
才能丝毫不逊色男性，
甚至很多时候还比他们更
胜一筹。香奈儿与生俱来的先锋精神，
独立的思
维方式在不断改变她的个性，
且十分独特。她是
个热忱又专注的时装设计师。创造、
天才、
尽善尽
美、
不屈不饶、
吃苦耐劳这些都不足以表现香奈儿
“香奈儿”
性格，
她的影响力至今还在延续，
品牌现
任设计师卡尔·拉格斐懂得如何将香奈儿风格延
续，
在每一季时装发布中，
设计作品随处可见的都
是向香奈儿女士致敬，懂得延续香奈儿女士的名
字和作品，
传承该品牌一贯的优雅个性，
并进一步
传承延续经典的审美风格。

4 结语
香奈儿一生都在不断激发创作，并与社会趋
势相关联，
建立起独特且具有符合时代需求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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