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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劍憶述自己小時候就喜歡拿起一支筆
「畫公仔」，從卡通漫畫到中學學習的

山水畫和油畫，他沒有放過任何一個能夠發揮
的機會。大學時期他遠赴美國修讀藝術，在教
授鼓勵下投考建築系，這扇「窗戶」給他打
開了一個嶄新且讓他着迷的建築世界。Ed-
ward分享當時接觸到西班牙建築師Antoni
Gaudi的作品，從此打破了他對建築四四方
方、從香港帶來的刻板印象，反之，發現建
築的鮮活生命力。開始的時候Edward先用
繪畫的方式記錄現有的建築物，從中他學
習到建築的比例、對建築的審美以及建築
與歷史的關係。越了解更多，Edward自然
而然投入更深、有更高的追求。「一個地
標，代表一個城市的時代，這都是通過建築來實
踐，發覺建築在人類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地位。」
Edward直言當時就在想，要是自己的作品有一天
能成為地標或者歷史的見證必然會很開心，相信這
也是所有建築師和設計師夢寐以求的目標。Ed-
ward停頓片刻，笑言：「看機遇吧。」

籲持開放態度內地覓商機
畢業以後Edward在美國工作兩年，然後他決
定要回到香港見證千禧年，當時在一所大學裏擔
任助教，協助研究香港城市高密度空間的主
題，一邊編寫論文，一邊和搭檔合作做小型的
工程與項目，漸漸在香港留下一些作品的足
跡。但為了能夠參與投入更大型的規劃和建
築，Edward於是應聘一家美國的設計公司，
十多年的時間裏，他不僅僅在香港參與多項建
築和設計的項目，後來，在公司的委派下幫
忙開拓內地的市場。「2003年開始我幫忙建
立公司華南區的團隊，當時就發現內地人的
吸收能力、學習速度都很快，對設計也有十
足熱情。」經常奔走兩地的他，不但再次迎
來開闊眼界的機會，也為他未來開設自己公

司的路汲取更多養分，帶來扎實的基礎和鋪
墊。「過去我會參加內地大城市有很多同業之
間的聯盟，互相交流。我覺得香港人應該參考
和參與，因為總是和自己人聊天會變得故步自
封。」Edward說。
Edward還分享到過去在內地工作大多參與城

市規劃和設計，需要將西方城市設計的概念融入
到內地的新城市當中，比如是給一個城市打造
「品牌」、建立新的形象，尤其是二三線的城
市，要突顯地方的特質和個性，必須從設計中美
化基建、居住、生活的環境，將城市與城市之間
區分出來。「當時我在內地穿州過省，每個地方的
人文、文化、歷史和生活習慣都不一樣，我們做規
劃和建築的時候，都必須要當地化。」內地多元化
的環境給Edward帶來不少的啟發，而他認為正因為
如此，內地更能夠容納港人在內地的發展。將靈活
變通的思維、國際化的視野帶入不同城市，Edward
相信港人在內地的發展空間和潛力仍然不小。「我覺
得內地的市場真的很大，香港人不應該覺得『too
late』。」Edward覺得只要香港人抱着開放的態度，
放下成見，互相學習，就能抓緊內地如此龐大的營商
機遇。

我的父親楊建克是一名軍人，
他參加過遼瀋戰役、平津戰役，
打過天津，戰過太原，隨東北大軍
轉戰南北，解放中原，上過抗美
援朝的戰場，在整個軍旅生涯
中有很了不起的戰績。今
年，他獲得了國家頒發的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
長孫楊皓詞特意幫老人家將所
有的勳章、紀念章佩戴胸前，作

為軍人的後代，對他經歷戰火硝煙、
勇敢和堅強由衷地敬佩，引以為傲！
嚴父主導的軍人家庭培養出我內斂

的性格，對父親的愛我從不輕易地掛
在嘴邊，與父親的一個深深的擁抱已
經代表了千言萬語的深厚父子情。一
直想寫點什麼表達對父親的愛與崇

敬，直到看着年已94歲高
齡的父親胸前掛滿功勳
章，兒孫與他一起分享那
些人生經歷的殊榮時刻，
觸動了我藏於心靈深處的
那份激情和對父親的愛與
崇敬，從心底爆發出一
句：爸爸，您是個真漢
子！真英雄！
70年前的那場戰爭，美

國藉朝鮮爆發內戰之際，

依仗世界第一的軍事優勢和經濟實
力，聯合了英法等十幾個國家，組成
了聯合國軍出兵朝鮮，對朝鮮內政軍
事干涉。在戰局危機關頭，朝鮮人民
民主共和國請求中國出兵援助。剛剛
成立一年的新中國，經歷了14年抗戰
和3年解放戰爭，急需休養生息，建設
新家園的情況下，不畏強敵，毅然組
織志願軍赴朝鮮，與極不對等的對手
浴血奮戰。終於在開戰後的3年，迫使
美軍在板門店簽訂了「朝鮮停戰協
定」。這是第一個讓美國人在沒有取
得勝利的情況下簽署的停戰協定，滅
了美帝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體
新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中華民族
從此結束了近百年來遭受西方列強凌
辱的歷史。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
來，中國迎來了難得的70年和平發展
機遇。
1950年父親24歲，和一百多萬名血

氣方剛的年輕人一樣，作為一名中國
人民志願軍戰士，參加了那場震驚世
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
爭。他參加過清川江等大型圍殲戰
役，兩次險遭敵機空襲奪命，經歷過
最艱苦和隨時準備獻出寶貴生命的日
子，也享受過一個個勝利的喜悅，他
戰場立功，先後榮獲過3枚朝鮮人民民
主共和國軍功章。

兒時的記憶，經常聽
到父親和他的戰友們講
述志願軍戰士不畏艱難
困苦，冒着槍林彈雨和
武裝到牙齒的美國侵略
者英勇作戰的故事，一
個個可歌可泣的英雄事
跡，早已在我的心中扎
根，並隨着年齡的增
長，愈發被感動。
父親的一生，經歷了無數坎坷的

道路。他出生在舊中國軍閥混戰的
年代，經歷了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
國東北的偽滿洲國時期，飽受殖民
統治下亡國奴的屈辱生活；他經歷
了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戰火硝煙的洗
禮，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反」、
「五反」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也讓
他歷經了波折。
父親很少對我們講大道理，很少提

及自己的榮譽，但對子女的成長影響
是潛移默化的，是深刻的。他的家國
情懷和品德深深鑲嵌在我的人生價值
觀中。轉業到地方工作後，他敬業愛
崗，盡職盡責，幾乎把所有的時間和
精力都放在了事業上；他保持崇高的
品德，在物慾橫流的社會能堅守廉潔
奉公，從不收受賄賂。
父親是生命的強者，性格剛毅，珍

惜生命，勇敢地向疾病和困難作鬥
爭；他一直堅持規律、健康的生活，
節制飲食，不抽煙，少喝酒；至今仍
堅持一年四季，不論嚴寒風雪天氣，
每天到戶外散步運動；父親珍惜時
光，勤奮好學，知道未來的時間不多
了，跟時間賽跑，每天堅持孜孜不倦
地閱讀和寫作。
時光荏苒，歲月流逝，夕陽晚霞，

耋耄之年，他完成了《八十憶往》和
《夕陽為啥這樣紅》等回憶錄和修身
養生的心得體會，合計10餘萬字，他
說，這是他給子女後代們留下的精神
財富。
在他的人生感悟中，有對生命、祖

國和人民以及做人的感悟，其中這樣
寫道：人生最寶貴的是生命，而生命
最可貴的是對祖國、人民無私奉獻和
犧牲精神，人生的價值在於為社會多

作貢獻；在榮譽面前要讓不要揀；做
人要老實，辦事要實在；人的一生要
靠個人努力奮鬥去爭取；要刻苦讀
書，多讀書、讀好書，多從書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等。這些樸實無華的語
言，既是他對自己一生經歷的感悟，
也是他一生經歷的寫照。
在我的心目中，父親是個英雄。70
年前，那些與父輩一起為捍衛國家和
平，不惜在異國他鄉拋頭顱、灑熱血
的祖國兒女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他
們創造了歷史，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捍
衛了我們的家園，他們平凡而偉大！
國家沒有忘記他們的奉獻，作為我們
這一代人乃至後代沒有經歷戰爭、生
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也不應該忘記過
去、忘記他們，沒有老一輩無數的英
雄和先烈的犧牲和奉獻，我們今天不
會有現在的和平、自由和幸福的生
活。我們應將父輩優良的傳統和寶貴
的精神財富傳承下去。

文、圖：香港中旅社楊志軍博士

從大灣區汲取養分從大灣區汲取養分 遇見無限機遇遇見無限機遇

徐志劍
設計融入
生活與時代

誰說因為香港土地稀少誰說因為香港土地稀少，，充其量只能充其量只能「「生存生存」，」，未能談未能談「「生活生活」？」？土生土長的土生土長的

建築及室內設計師建築及室內設計師、、現為現為 Office Urban:IOffice Urban:I（（OUIOUI））董事總經理徐志劍董事總經理徐志劍（（EdEd--

wardward），），從小喜歡畫畫從小喜歡畫畫，，長大以後將自己二維的繪畫立體化長大以後將自己二維的繪畫立體化，，將心力和靈魂栽將心力和靈魂栽

種在實體世界種在實體世界。。他筆下的線條與色調不僅僅完善其空間的功能他筆下的線條與色調不僅僅完善其空間的功能，，將美學帶進城市將美學帶進城市

不同的角落不同的角落，，展現尚未遇見的可能性展現尚未遇見的可能性，，同時讓人在有限的空間享受身心的寬度同時讓人在有限的空間享受身心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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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戶在室內空間是必要的元
素，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放眼更
遠。」OUI日前就應雜誌《美好
家居》邀請，與 JS Aluminium
Window 攜手設計和製作智能窗
戶。從個人信念到設計的理念，
Edward 一直都相信只要願意將
（心）窗打開，就能遇見不一樣的
天空、邁進新的機遇。而本年適逢
是《美好家居》創辦四十周年，設立
一系列獎項，其中 Edward 就獲得
「ADC最佳設計大獎2020 -優秀餐廳
室內設計」，其貼心和精緻的作品見
證着他對設計的執着和使命的實踐。
「設計不是一個工業生產，我必須深入

了解客戶的喜好、個性，才開始投入創作。」
Edward希望設計不單單解決空間的實際操
作，還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刺激他們
的想像，讓作品親自觸動用家的觀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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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着歲
月的洗禮，擁

有過百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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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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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天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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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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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斧捨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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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景觀，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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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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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歷史，

甚至成為智慧
型的社區。

「可以先從一
區或者一條

街開始。」E
dward盼從這

些思考和構思
中，能夠令

香港的土地
的價值最大

化，在懷舊的
同時，讓人

看見更廣闊
和前端未

來。

珍惜香港獨有
珍惜香港獨有

設計新地標設計新地標

■■父親的父親的「「和平萬和平萬
歲歲」」紀念章為紀念章為 19531953
年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年中國人民赴朝慰問
團贈給參戰志願軍的團贈給參戰志願軍的
抗美援朝紀念獎章抗美援朝紀念獎章。。

■■眾多勳章見證了父親軍旅生涯眾多勳章見證了父親軍旅生涯
的戰績的戰績。。

■■父親楊建克父親楊建克（（右右））將勳章佩將勳章佩
戴胸前戴胸前，，與長孫楊皓詞合影與長孫楊皓詞合影。。

■■父親曾先後榮獲過父親曾先後榮獲過33枚朝鮮枚朝鮮
人民民主共和國軍功章人民民主共和國軍功章。。

■■此設計獲得此設計獲得「「ADCADC最佳設計大獎最佳設計大獎

20202020－－優秀餐廳室內設計
優秀餐廳室內設計」。」。

■■EdwardEdward盼有天行人經過的時候盼有天行人經過的時候，，能將自己能將自己
的作品認出來的作品認出來。。

■■EdwardEdward的近期室內設計作品的近期室內設計作品。。

■■EdwardEdward擁有自己的施工團隊擁有自己的施工團隊，，以以
保障作品的質素保障作品的質素。。

■Edward覺得只要港人抱着開放和互相學習的態度，
就能抓緊內地龐大的營商機遇。

■■一個城市的地標能代表一個時代一個城市的地標能代表一個時代。。

■■父親今年獲頒父親今年獲頒
「「中國人民志願中國人民志願
軍抗美援朝出國軍抗美援朝出國
作戰作戰7070周年周年」」紀紀
念章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