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贝中国·2020年1月

19

“Never stop 
pedalling”
Giorgio Squinzi 1943 - 2019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告别Giorgio 
虽然极不情愿，我们仍然选择以这个标题撰写马贝国际杂志的特别副刊。马贝集团
总裁Giorgio Squinzi于10月2日晚离开我们，他的一生积极贡献给家庭、公司、商业
协会、体育、文化和社会工作，他的座右铭“永不止步”代表了他对工作和生活的热
忱。

Giorgio Squinzi 在所有这些领域认识了许多朋友，都能体现出他专
业、严谨、热情和人道的一面。他总能以冷静和谦逊的风格，赢得高
度的号召力和尊重，他懂得如何聆听，也能让别人听取他的话。我们
请了一些陪伴他一生的朋友娓娓道来对他的点滴回忆，刊载在这本
马贝国际杂志的副刊当中。所有这些文字和故事清楚地展示出不同
领域的人们对Giorgio Squinzi的情深义重。

他的专业知识，严谨态度和满腔热情，现在由他的孩子Veronica和Marco继承，他俩
同时于2019年7月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
他们将跟随着Rodolfo（ Rodolfo 为马贝集团创始人， Giorgio Squinzi 的父亲） 和
Giorgio Squinzi 所开创之辉煌道路，带领团队继续前进，让马贝在世界各地更加广
为人知。

期盼大家愉悦地阅读本刊物﹗

（很遗憾地告知大家： Adriana Spazzoli女士，马贝集团总裁 Giorgio Squinzi的妻
子，马贝国际杂志主编，于2019年11月21日离世，此文为她生前最后的文章。）

他许多朋友
给予我们
珍贵回忆

ADRIANA 
SPAZZOLI
马贝国际
杂志主编

Never stop
            PEDALLING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马贝中国资讯 n.19/2020  1



2  马贝中国资讯 n.19/2020

集团首席执行官Giorgio Squinzi于10月2日离世。我们希
望通过出版由他的商业伙伴、员工以及体育、文化和商业
各界朋友所撰写的悼词来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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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stop
            PEDALLING

1977 年 5 月， 我 的 前 辈 Rocco 
Fortunato 先 生 向 我 介 绍 了 Giorgio 
Squinzi。 从 一 开 始 他 就 给 我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当 时 他 的 父 亲 Rodolfo 
Squinzi 先生是马贝的唯一总裁。初次
面试后，我于 1977 年 7 月 1 日正式被
录用，自始我与他紧密合作，每天工作
约 10 个小时，长达 42 年。
当我第一次加入马贝时，这是一家意大
利家族企业，雇用了约 70 名员工，包
括办公人员和工厂工人，销售才略高于
70 亿里拉（相当于 300 万欧元）。 公司
的办公室和生产活动都位于米兰市中
心的 Cafiero 22 号位置。 次年，在米兰
郊区罗贝亚诺·迪·梅第利亚 (Robbiano 
di Mediglia) 的新工厂就正式开业。
现在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种美好
关系的回忆。加入公司几年后，该公司
不得不更改其管理模式、业务和容纳
更多的现代化设备的生产系统。多亏了
Squinzi 先 生，Fortunato 先 生 和 我 本
人的决定，我们才从 Litton “立顿”会

计系统（只不过是打字机）过渡到当时
最 新 的 IBM 系 统（34、36 和 AS400）， 
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
1978 年，Squinzi 先 生 认 为 马 贝 公 司
该进行第一笔外国投资的时机了。我
还记得转移到加拿大运营所需的公司
资本时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当时，信贷
真正受到挤压，资金转移受到诸多限
制。在 整 整 9 个 月 的 时 间 内，我 们 填
写了许多的表格，并处理两家合作银
行所需的所有其他文书工作。整个流
程，直至 Squinzi 先生会见了当时的意
大 利 商 业 银 行（Banca Commerciale 
Italiana）的高管之后，才正式成功完成。
当时的 Squinzi 先生总是留在实验室
里埋头苦干，与几位能信任的助理一
同研究产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无论
是通过雇用年轻的毕业生 / 离校生还
是购买最新的设备，对研究的投资都
为马贝成功奠定了基础。 国际化是另
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 在加拿大成立
第一家公司后，我们在 1980 年代在各

大洲建立了 9 家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伊亚利桑那州 (Arizona)
马贝的成立，后来改名为马贝 Corp.。
我记得这一重要事业头几年我们遇到
的困难。当我们谈论时，我集中讨论了
所涉及的困难，并建议我们需要重新
考虑这项投资。Squinzi 先生的回答是
明确的：“Pecchi，如果我们不能打入美
国市场，我们就不应该从事这行业。” 
再次证明他是对的。 现在，我们在北美
的收入约为 10 亿欧元，利润非常丰厚。
他的父亲 Rodolfo 于 1984 年突然去
世，Squinzi 先生接任了马贝集团的所
有国际业务。
1987 年，我们在 Latina（意大利中部）
进行了投资，以使生产基地更接近意
大利中南部的所有客户，并成立了马
贝 Centro Sud。这不是旨在获得政府
拨款以仅关闭业务并移居海外的投
资。 确实，在首次开业后的 30 多年中，
Latina 的工厂仍然以其先进的系统和
不断增加的员工数量而成为我们集团

1984年马贝Laval (加拿大)工厂正式开幕典礼上 Squinzi先生与Carlo Pecchi先生的合照

Squinzi先生怎样把马贝变得强大
Carlo Pecchi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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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骄傲。再一次，您可以看到这位伟大
商人的卓越远见。
现在，我们来谈谈骑自行车。我们之所
以进入 1992 年的自行车世界比赛，是
因为热衷于事业之余，热爱自行车运
动的 Squinzi 先生，认为这可能是推广
马贝产品的重要活动。 这项投资持续
了大约十年。这是我从这项伟大事业
中最美好的回忆。第一次参加环法自
行车赛，我们邀请最重要的客户在巴
黎香榭丽舍大街上观看最后的冲刺，然
后与整个自行车队一起在环法自行车
赛上享用晚餐。 在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Squinzi 先生作了最后的致辞，直到今
天，所有在那里的顾客仍然怀念着美
好的时光。
几 年 后，我 和 Squinzi 先 生 一 起 去 了
Biarritz，观看了环法自行车赛下一阶
段的比赛。那是一个星期六，Squinzi
先生希望一大清早到那里，因为他在
欣赏完比赛之前安排了与两个重要客
户的会议。换句话说，可见他把最有限

的时间都贡献给业务发展上。
当 Squinzi 先生决定放弃专业自行车
运动时，他非常沮丧。在十年的自行车
比赛中获得 600 场胜利的优异成绩，
他郄被所钟爱的运动出卖了，因为其
他顶级球队拒绝跟随他消除兴奋剂的
宏愿。 Squinzi 先生在这项运动上更是
投入了巨资，甚至与已故 Sassi 教授共
同成立了一家名为 “马贝运动服务中
心”的特殊发展公司，旨在整顿这项运
动之歪风。后来该公司改称为 “马贝运
动中心”，目前仍在全面运营，旨在帮
助职业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提高他们
的运动表现。
自 行 车 之 后 是 足 球，他 对 Sassuolo 
Calcio 进行了重大投资。这也旨在特
别是在意大利市场上推广马贝品牌。
在足球中，就像在骑自行车一样，他夫
人 Adriana Spazzoli 女士在充分利用
促销 / 媒体方面的这些机会发挥了宣
传的关键作用。 再一次，Squinzi 先生
不满足于仅仅投资广告，他希望创造

持久的事业，做些适当的事情来帮助
年轻球员发展，以迎接更好未来。
他投入了意大利足球低等级别的球队，
年复一年，他的足球俱乐部通过各个通
关（C2，C1，B 和 A）的 晋 升，直 到 最 终
获得欧洲联赛的资格。 希望有一天能
成为欧洲冠军联赛球队，这才真正令人
兴奋的冒险。 同时，马贝在雷焦艾米利
亚（Reggio Emilia）购买了一个体育场（在
意大利只有 3 个足球俱乐部拥有自己
的场地），借助进一步的投资促进足球
发展，该体育场现已成为意大利少数
经 UEFA 批准的体育场之一。然后在
2019年于萨索罗建立了马贝足球中心，
这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所有萨索洛·卡
尔西奥的球队现在都可以在这里进行
训练，甚至当地人也可以使用这场地。 
在 1990 年代，在全球建立新分公司的
过程中，Squinzi 先生的战略远见，促
成了对一些重要公司的收购活动：
-1994 年，来自埃尼集团（Eni Group）
的维纳维尔（Vinavil）。这也是一场成

在法国Mortgru Saint-
Hilaire生产工厂建筑时铺
贴的第一块石板

由左起：Squinzi家族三代的Rodolfo, Giorgio和Marco Guido Trussardi, Roberto Boselli, Sergio Ceresa, Giorgio Squinzi 和Luciano Trussa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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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员工，
脸上带着微笑。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即使面对困难，他也设法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

2011年于 “工厂开放日”参观Latina马贝工厂 (于1987年在意大利中部建立) 1994年马贝收购原材料供货商Vinavil时，Giorgio Squinzi先生与Luciano Longhetti先
生会面 (当时Vinavil公司总裁)

Never stop
            PEDALLING

功的赌博。该公司当时几乎已经接近
死亡状态了，多年来逐渐恢复了活力。
我记得在收购之前的几个月的工作，
与 Enichem Synthesis 的 谈 判 以 及
我们最终完成交易的那一天，有很多
Enichem 和我们公司的执行经理都在
场见证。至于生产工厂方面，在没有一
个销售人员连工厂的位置都没有充分
了解时，Squinzi 先生是唯一在一次访
问后就能确切知道交易意义的人。
-1994 年再次获得马贝 Ag（现为马贝 
Suisse）的支持。该公司拥有生产奶粉
的工厂。 怀着巨大的远见，Squinzi 先
生立即意识到可以将这些植物转化成
粉末状的重要成分，从而可以为整个
马贝集团服务。
-Gorka 于 1999 年从波兰政府手中收
购。该公司濒临破产，工厂陈旧。 供应
商不再信任该公司，而是希望提前收
款。 马贝的收购再次扭转了局面。现在，
Gorka 拥有一些极为高效的生产设备，

用于生产某种类型的水泥，并且营业
额可观，利润丰厚。
-1999 年对挪威 Rescon 集团的收购旨
在扩大马贝产品的范围，使其进步蓬
勃发展，主要用于地下工程项目（例如
隧道）中的混凝土用无碱促进剂。这项
收购使马贝在这个市场上崭露头角。
Squinzi 先 生 决 心 在 2001 年 接 管
Sopro 集团。Sopro 是德国水泥制造巨
头 Dyckerhoff 的一部分，由于内部原
因，该公司必须出售其非水泥业务。他
们建议收购应该在 2001 年 11 月进行，
最后交易的截止日期定为 2001 年 12
月 31 日。如此重大的收购项目所给予
的考虑时间非常有限。Squinzi 先生立
即组织了这次收购，将我们公司内部的
工作分为多个团队，这些团队专门从
事生产以及商业、法律、行政和财务运
营。我参与了后期工作，还记得在米兰
的 Cordusio 广场的 Credito Italiano（现
为 Unicredit）总部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

Squinzi 先生，Profumo 先生和我本人
都参加了会议，我们设法在 2001 年 12
月 30 日前将资金转移进行收购，最终
交易成功地完成。
最 后，我 记 得 的 另 一 个 重 要 收 购 是
2008 年的 Polyglass，这是一家从事沥
青和合成防水膜领域的公司。对于代
表组织，Squinzi 先生同样做出了承诺。 
1997 年，他以 99％的高票当选为意大
利化学工业协会联合会主席。 他在任
期间非常成功，所以又被推选连任了
四年。 两年休息后，他以同样的压倒性
票数当选，连任第三个四年任期。意大
利化学工业协会联合会是他最喜欢的
职务。 Squinzi 先生的血液中就流着化
学物质，能够为自己的行业做点事，他
感到十分自豪。
他 支 持 联 合 会 的“ Fabbriche Aperte

（开放工厂）”活动，他认为这是与员
工和当地人会面的机会。 在这些场合，
Squinzi 先生确保所有制造工厂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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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马贝收购Sopro后，Giorgio Squinzi先生与Michael Hecker 和Andreas 
Wilbrand在活动上会面

于2008年参观马贝收购之Polyglass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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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起来。
随后，他于 2012 年至 2016 年当选为
意大利制造和服务企业联合会联盟主
席。因为他从来不太喜欢罗马的政治
工业氛围，在正式任命为期两年的那天，
虽然是为了行业发展，但其实他并不
快乐。因此，他宁可留在办公室与家人
和马贝员工共进晚餐，而不是与联盟
领导人共进晚餐。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理念，是 Squinzi 先
生决心将“质量”概念带给员工。 马贝
是我们行业中第一家获得 ISO 9001 认
证的意大利公司，所有马贝子公司，即
使是最偏远地区的子公司，现时都已
通过认证或正在认证中。
我想特别提出一点，在 Squinzi 先生进
行所有采访当中，他总是很快说明，任
何马贝公司都没有集体解雇或裁员方
案。我可以肯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
还要补充一点，该集团的意大利公司
都在意大利设有税基（即他们在意大

利缴税），而无需像其他许多商人一样
将资本转移到避税天堂。这证明了他
是一个真正属于大写字母“ E”的企业家。
能与 Squinzi 先生如此紧密地合作让
我感到振奋，能亲身欣赏到他令人难
以置信的工作技能，以及他轻松地专
注于具体事物的能力；正如他们所说，
他一直都在“控球”上。 他总是以相同
的方式对待所有员工，包括高管和普
通工人。他总是脸上挂着微笑，并在需
要时多加鼓励。 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总是看到杯子半满状态。即使面对困难

（生活中总是有困难），他还是设法找
到了积极的解决方案，这理念影响了
我们所有人。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永
不停止 继续前行”，这确实总结了他一
生的生活方式。
最后，我想个人回忆一下：今年 9 月中
旬，我患了肺炎。 尽管 Squinzi 先生病
得很重，他还是每天打电话给我，关心
一下我的感受并鼓励我要照顾自己。

这位就是 Squinzi 先生，我会想念他的，
我们都会非常想念他的。

马贝集团前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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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Roberto Boselli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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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不太愿意谈论我与 Squinzi 先
生之间的情谊，因为除了回顾我还只
是个男孩的时候，到现在 42 年以来与
他共事的点点滴滴，还有近几年我们
越更亲密的关系，这些都让我太珍惜了。
1978 年，我第一次接受工作面试而加
入了马贝公司。 当时 Mediglia 的制造
工厂仍在建造中，这是马贝公司即将
在全球扩张并促进国际化发展的重要
支柱。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面试，只在
短短的时间足以决定了我的未来，因
此我知道自己必须给人留下最好的印
象。
面试实际上是由 Squinzi 先生本人和
他的父亲 Rodolfo Squinzi（马贝的创
始人）进行的。当时我就立即意识到，
他们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有着相同的看
法，而最重要的是，我很高兴地看到他
俩都具备让人感到自身重要性的天赋。
那也是 Giorgio Squinzi 先生的魅力所
在。他知道如何激励与他一起工作的
人们，最重要的是，能耐心地聆听他们
的话，以便共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这
种魅力建立在非常明确的人类价值观
之上，根深蒂固，以至于随着时间的流
逝，它们逐渐传承至整个马贝团队，仿
佛它们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他常常以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方法与
您沟通，并鼓励您始终尽力而为。

当 马 贝 接 管 其 专 业 自 行 车 队 时，
Squinzi 先生送给了我一台赛车自行
车作为礼物，并问我是否想在周日与他
和他的一群非常热心的业余自行车手
一起骑自行车，当中也包括我的一些
同事。我从来没有骑过赛车，只有普通
的城市自行车，而且我的运动一直都
只是足球。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和他
们一起在 Brianza 上兜风。我特别告知
Squinzi 先生：“我从来没有骑过一座山！”
他回答说：“不用担心，这不是特别困难”，
即使当时每个人都已经喘着气了！ 他
带我上了两次攀爬，其中之一是 Colle 
Brianza，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
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攀爬。我是最后
一位登顶的人，真的完全崩溃了。到达
时 Squinzi 先生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
每个人都笑出声来，他比任何人都开心，
然后他说：“你知道我是对的，这并非
没可能的！”。
这些年来，他教给我很多知识，协助我
继续前进并鼓励我尽力而为时，让我
深深感到 Squinzi 先生对我来说就像
父亲或哥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无
疑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并教我如何仅
遵循一些简单的规则就可以在工作和
生活中过上完美生活：诚实，尊重，礼
貌并乐于助人。
这些家族价值观已传达给我们所有人，

并为我们所有人所共享，并且奠定了
如今已成为享誉全球的跨国公司的基
础。
在他生命的后期，他经常访问 Mediglia
的制造工厂，这相比他担任重要职务
之前非常频繁，这对我和所有员工在
工作上都非常有帮助，但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时刻。
他认识每个人，并且总是会与我们所
有人交流几句话。
在这个痛心的时刻，让我想到许多的
故事，但其中有一件事特别让我记得。 
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了 20 年后，我开始
走访世界各地。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
双子塔遭到恐怖袭击时，碰巧我在美国。
在那场灾难之后的几天时间，我一直
滞留在美国，我试图开车去墨西哥再
回到意大利。 Squinzi 先生和他的妻子
Adriana 每天给我好几通电话，以确保
我安全没事，并建议我该如何回到意
大利。
知道属于一个永不放弃你的集团非常
重要，当遇到困难时，能让你感受到像
家庭一样温暖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
为什么我现在真的非常想念 Squinzi
先生的另一个原因。

马贝集团生产营运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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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美国的聚会：
工作和乘船旅行

Nick di Tempora 著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当我想到 Giorgio 时，40 多年以来非
常亲密的友谊回忆一拥而上。很难找
到一位能真正了解他是谁以及解说为
什么每个人都如此爱护和尊重他的人。
即使只是找到一个简单的形容词来形
容他，对我来说似乎也不太可能的。
Giorgio Squinzi 简直就是一个传奇。
当他偶尔来美国探访我们时，他经常
向工作人员发表演讲，他们都会深深
投入来倾听他的声音。他的话表达了
对马贝的真正热情，对完善工作的尊
重以及渴望大家能一起沿着从最低层
到最高层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愿望。他
就像将军向他的部队发言一样，如果
他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将会跟随他到
天涯海角。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是为他而来，他也
知道如何倾听而不强加自己的观点。
真理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如果需要
的话，他可以宽容和慈悲地宽恕错误。
当我和他说话时，我总是感到非常荣幸。 
一个有足够的耐心和常识的人给您一
个表达自己的机会，这个人信任，理解
并友善。 他只需要快速查看一下就可
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能发掘
出在所有事物，人和事物中有价值的
东西，是一种值得关注和尊重的品质。
在这么多年的友谊中，我从来没有听
过他说过一个缺乏温柔敏锐感的单词。
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当我在实验
室参加会议时，他对所发现的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以及他的专业知识和灵
活性，这些都让我感到惊讶。只要有需要，

他就可以神奇地提出优越的想法。他
有一个好奇的心，对周围的世界感兴趣，
追求在实际上能取得成果的所有领域
和可能性。在 Squinzi 先生看来，所有
这些完美地体现在他一向喜爱的国家
美国身上。
我喜欢观察他对美丽和创新的热情，
好奇心和钦佩。无论我搬到哪里居住，
总会有一个公寓可供他居住，这样我
们就可以处理马贝的紧急工作之余，
共度欢乐时光。我记得在佛罗里达旅
行期间，我们与妻子一起去了海港岛，
是一次精彩的乘船旅行。当我们外出
航行时，船长发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
岛屿。当我们四个准备探索它时，船长
抓了一些龙虾，然后用来煮了一些可
口的意大利面，热爱烹饪的 Giorgio 非

常激动，可见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有着一颗善良而诚实的心，知道如何
欣赏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人们的美德，
这就是我想用自己的回忆记住他的方
式。

集团在美国的子公司
马贝 Corp. 的名誉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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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们的一分子” 分享一下
员工是怎样怀念他的 

Never stop
            PEDALLING

1989 年 3 月，我在马贝的一次求职面
试中首次遇到了 Squinzi 先生。 当时
这只是一家小公司，我们就像是一个
大家庭。 Squinzi 先生是个“父亲”人物，
无时无刻地鼓励我们，并教导我们一些
新的知识。 他总是非常尊重别人和友善。
我还记得当父亲去世时，Squinzi 先生
安慰并支持我。 我钦佩他的真诚和对
人的关怀，认识他让我感到非常幸运。”
Roberta Corti 
马贝总部研发实验室秘书

多年来，我一直是 Squinzi 先生的机械
师，后来成为他的私人司机。直到最后，
他总是满脸笑容，随时都为我提供建议，
尽管他十分繁忙，但始终能对所有人表
示友好。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与他不同，
因为他总是通过他的善良和纯朴让每
个人都感到轻松自在。我们经常谈论
足球，他向我保证我们会一起观看萨
索罗 - 国际米兰的比赛，但不幸的是，
他没办法参加了。 他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会想念他的。”
Luciano Consolo. Giorgio Squinzi 
的私人司机

Squinzi 先生是一个特殊的人，我与他
共度了近一半人生：32 年前，我与他一
起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商务之旅（开
发和推出马贝面向全球建筑行业的产
品系列），在那段期间，我学到了很多。
随着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我
有机会欣赏他和家人的仁慈和谦卑品

质，这些可能我们当中都有所不及。他
是一位伟大的老板，更能成为朋友，并
且总是抽出时间听我说话。仅仅花了
几句话，或者只是看着他的眼睛，一个
微笑或皱眉，我就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是
否是一个好主意。到了现在，当我走到
他在六楼的办事处时，我仍然不禁向
左看向他的办事室。 可惜他的椅子上
已经没有人了。 我每天都想念着他。我
们失去了一位伟人，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我会永远怀念他。
Pasquale Zaffaroni 
马贝建筑材料线产品经理

我 有 幸 与 Squinzi 先 生 一 起 工 作 了
40 多 年。我 于 1973 年 加 入 公 司，担
任气相色谱方面的专业化学分析员。 
1980 年，马贝开始研究不同类型的水
泥，当中我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在
Squinzi 先生的指导下，我们开发了当
时创新的快干产品，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我怎么会忘记那些有关国际标准的会
议，而由于我不懂英语，我过去常常在
实验室里把测试结果告知 Squinzi 先
生，让他能充分理解并能准确地翻译出
来，就像他自己直接参与了工作一样？ 
然 后 说 一 下 他 对 骑 自 行 车 的 热 爱。
Squinzi 先生在美国举行的自行车比
赛中带我登上车队的情境还历历在目，
对于像我这样的自行车迷来说，这确
实是一种享受。骑自行车不仅意味着
分享令人惊喜的伟大冠军成就，同时
还意味着我们周日在 Brianza 山上骑
行的美好时光。骑行当中，Squinzi 先

生还充当了“我的私人机械师”，以解
决迫使我停车下来的问题。
他能记住他在意大利和国外所有员工
的名字，当机会出现时，他会与所有人
聊天，总是记得向他们询问他们的家
人状况。最近，他告诉我，由于公司规
模的扩大，他对自己不认识所有新员
工名字感到沮丧。而他的办公室大门
总是敞开着，随时准备聆听业务和私
人问题，期盼着帮助解决任何一个问题，
即使只是抽出时间进行简单的交谈也
是如此。
Vittorio Riunno 
马贝总部研究与开发实验室

我很荣幸能成为他的员工，因为他是
一个杰出的人，一个内心宽广的人，我
一直尊敬，喜欢和感恩，就像他是一个
父亲一样。 他让我们感到自己很重要，
总是问我们过得如何，我们的工作进
展如何，并经常说“感谢一切”。当他到
Mediglia 的工厂探望我们时，他会和
工人一起吃饭，见到我们的也十分高兴。 
他一直在微笑，从他的微笑中你可以
看出他是多么真诚。
Ivo Cremaschini 
QC 质 控 实 验 室 — 马 贝 设 在 意 大 利
Robbiano di Mediglia 的工厂

Squinzi 先生一直很友善和礼貌，关注
我们本身而并非只注重工作表现。他总
是尽力而为做得最好，如果我们有任
何可以提高效率的建议，他总是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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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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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制造的盒子从机器
出来时并不是很直。在我提到之后，他
立即找人打电话给供应商，供应商在
一个小时内过来解决似乎微不足道的
小故障，但对 Squinzi 先生来说极为重
要。当涉及到我们的错误时，他也能非
常理解：错误是改善和学习更多知识的
机会，他知道如何充分发挥人们的才能。
Ruggiero Dimiccoli, 
Robbiano di Mediglia 工厂粉剂生产
部门的操作员

自从我第一刻加入马贝并与 Squinzi
先生第一次见面以来，我就一直对公司
存在一种真正的归属感。那是在 1995
年圣诞节，当时他和他的家人特别前
来祝福正在忙于工作的我。 Squinzi 先
生一直尝试与工人互动，并经常提问
技术性问题。 他是一个开明的人，他创
立了一家公司，这不仅是事业的发展，
更是对人的一个成长过程。对工作以
及公司的业务成功方面，他始终给予
非常强烈的分享感。
Giuseppe Iannaccone. 
Robbiano di Mediglia 工厂成品仓库
负责人

我第一次见到 Squinzi 先生是在 1983
年，当时我被他的父亲 Rodolfo 雇用
才几天。当我告诉他面试时，他父亲以
米兰方言“ ches chì l'è un brav fiò”（这
个人是个好家伙）的话结束时，他开始
大笑，并立即开始协助我在公司迈出
第一步。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
一家像家族企业的一部分。当公司刚刚
建立了第一个数据中心时，才刚在方
格纸上创建了直方图那一刻，Squinzi
先生总是出现来检查销售数据。让我
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
收和记忆大量信息的惊人能力。虽然
一直跟进的是我，他可以比我更准确
地记得几十年前相关构建操作和执行
的细节。
Squinzi 先生对同事们始终表现出极
大的关注，常常给予微笑或轻拍过肩
膀鼓舞。 他的告诫围绕着我耳边，总是
很有启发性的，而且声音坚定，清晰。
他只用了几句话就以他最喜欢的一句
话来激励我们：“永不止步”。 几十年前，
在 Cersaie 展览期间，有人告诉我，我
将要和他同住一个房间时，因为我才加
入公司不久，我真有点担心。 Squinzi
先生立即让我感到安心，我们最终就
他正在阅读的书进行了交谈和交换意
见。 这些只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故事，
我将永远感激他。
Paolo Giglio 马贝集团技术部

我在马贝的职业生涯始于 1987 年接
受 Squinzi 先生的面试开展至今。当时，
他是欧洲陶瓷胶粘剂标准委员会的主
席，我们经常出差与业内领先的制造
商会面，在每次与领先竞争对手的会
面时都表现出敬重和尊重一面，他的
问候总是令我惊讶。
他的人性化和热情的表达，以及对公
司的热爱，无疑使马贝成为一个很难
与之分离的大家庭。

“谢谢你，Squinzi 先生！”
Manuela Orlando.
马贝集团市场营销活动和展会经理

大老板”
亲爱的 Giorgio，你知道吗？实际上你
不懂怎么做一个“大老板”。
对 于 我 们 所 有 人 来 说，您 只 是“ il 
Dottore（博士）”。
因为老板从来没有时间来问你“情况
如何”、进展如何？”。
老板对你工作的看法从来没多大兴趣。
老板只是发出命令，期限！
但是您，您却总是谦虚地提问。
所以，让我告诉你，你不是“典型的老板。
充其量您可以成为队长。 就像在运动
队中一样，全是汗水和决心。
最多你可能是……对我们来说，你是
某位父亲，但从来不是老板！
还有……当处于上层时，人们问你：“你
是谁”我敢肯定，你只会简单地回答：“我
只是其中一员”。
Pierluigi Scarpellini
Robbiano di Mediglia 工厂采购专员



Giorgio Squinzi 的 去 世 对
意大利和米兰来说是巨大
的损失。我们都熟悉他的生
活、职业和成就，如果没有
比以往更加迫切需要积极
和贤惠的榜样来提醒我们
是谁以及我们可以取得什
么成就，以至我们对自己和
国家的信心，没必要特地说
明他的重要性了。
首先，Giorgio Squinzi 勤奋
工作。一个真正致力于造就
财富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很难
找到如此难能可贵之人。他
把对商业的追求，以及研究
与创新的热情相结合。 马贝一直生产
尖端产品，这些产品已在全球许多项
目和标志性建筑中所使用。
马贝拥有数千名员工，在全球拥有几
十家制造工厂，这是他的企业家远见
和企业精神的最明显证明。更深一层，
他意识到与商业有关的社会责任，以
及与劳动世界进行公开、建设性和务
实对话的必要性；作为意大利制造和
服务公司联合会的主席以及马贝公司
的 CEO，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与工会的

关系堪称典范，树立了我们都应该尝
试效仿的基准。
Giorgio Squinzi 其中一个性令我印象
深刻，那就是他追随自我本身的激情
来展现对工作的热忱。我们都知道他
对运动的热爱（从骑自行车到足球球），
但我还要强调他对音乐的热爱。 最近，
我有机会和他一起参加了斯卡拉歌剧
院董事会会议：他总是很重视对这些
会议的贡献，尽显他的个人魅力和优
秀的专长。

怀孕他一生贡献和卓越成
就的最好方法就是能够见
证到借鉴他为榜样的新一
代商人。
国家需要懂得正确开展业
务和具备宏大远见的人们；
对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及
整个世界具有广阔视野的
商人。那些不满足于小成功
的人，会保持增长和进步的
动力，并准备与其他企业以
及世界其他地区及其代表
合作。
米兰钦佩并赞赏任何体现
这 些 价 值 观 的 人。Squinzi
先生在 1996 年获得米兰市

议会授予的“ Ambrogino d'Oro” 奖，
以肯定 Giorgio Squinzi 与这座城市完
全同步发展的贡献。他的同事，工作伙
伴和普通百姓在葬礼那天在米兰大教
堂亲切地说出的每一番话语，都能清
楚地表明了 Giorgio Squinzi 是我们当
中的一分子，并且是我们希望继续怀
念的其中一位。

米兰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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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 Giorgio 的友谊坚定，从经济学的
讨论以至对骑自行车的热爱，无所不谈。
我们实际上
是通过他亲爱的妻子 Adriana 认识，
当时我是 Adriana 在博洛尼亚大学政
治学系论文的导师。来自罗马涅地区
的年轻学生当中，她是很聪明和敏捷
的学生。在我们几年后再次见面的时候，
她向我介绍了 Giorgio，就几分钟的时间，
让我意识到他们双方的关系是私人生
活和商业世界的结合。痛心的是，在庄
严的米兰大教堂中，我深切感受到他们
的最终分离是多么痛苦。他们齐心协
力地建立了伟大的马贝公司，Giorgio
研究制造设施，而 Adriana 处理公司
形象，让马贝品牌不仅让意大利人熟悉，
而且名气遍布世界各地。一个非常特
殊的业务企业，，其独特的特征意味着
生产工厂位置遍及各大洲的消费者身
边。我经常从 Giorgio 身上了解到市场
的发展方向，学习区分市场的复杂性，

以及该如何发展。它也教会了我重要
性并非单纯跟随市场发展，而是通过
预测发展来装备即使是最小和最遥远
的工厂，配合所需要的市场调查和营
销手段，来诠释市场的无限细节。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让他的业务发展至
全球行业领先者，由于低运输成本，往
往是分散在小区域制造商。一个市场
马贝能做到持续性增长，就完全无需
担心停工或组织集体裁员等。
最终是意大利现在有了真正的跨国公
司，雇用超过 10,000 名员工，并在全球
超过 80 个国家 / 地区进行销售。
马贝成功进驻意大利人心中，不仅通
过产品还可以通过其对运动的热忱。
体育不仅限于术语的竞争，同时也确
保遵守必要的规则、道德与责任。就是
那样 Giorgio 向我解释了决定获胜多
场难得的比赛后离开自行车世界的原
因。因此他决定建立一个体育中心，重
点推广体育的真正价值，尤其是仔细

监测兴奋剂及其所相关的一切。
我主要是在分享骑自行车故事，是因
为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激情，也是我们
的走在一起的机遇。
他对运动的热爱还涉及足球世界的非
凡事业，他带领自己的球队萨索罗登
上意大利足球界顶峰，再次结合他对
运动的热忱和工业的热爱当中，同时
成功打造城市成为欧洲领先的瓷砖制
造中心，以及把马贝胶粘剂和化学产
品成功占据意大利最大市场。
我认为 Giorgio（还有 Adriana）知道后
会很高兴我还记得所讨论关于意大利
工业或错综复杂的意大利政治之余，
忆起大约在 2006 年七月的时候，我们
一起在多特蒙德体育场看台共享意大
利对阵德国难忘的胜利一刻。我将永
远记得那些与朋友共渡的快乐时刻。

欧盟委员会前任主席
和意大利前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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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人心中的体育
和事业象征

Romano Prodi 著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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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 Marcegaglia 著

您是我们的明灯

展望未来

Fedele Confalonieri 著

Giorgio Squinzi 留下了一个光辉灿烂
的人类典范，供我们所有人敬佩：一个
可以超越界限的人（马贝是一家在 50
多个国家 / 地区经营的成功公司），却
从未忘记自己的根源，这是他的鲜明
特征，毫无疑问，他引以为豪，这使他
成为了米兰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组织
的董事会成员，这两个组织分别是：
Veneranda Fabbrica del Duomo 大教
堂和 La Scala Opera House 歌剧院。
他对国家的热爱转化为一种商业作风：
Giorgio 是一个敏锐的人，对工人充满
同情心，正如他在担任意大利化学工
业协会联合会主席时所清楚表明的那
样，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例如签订
了六份合作合同，这使该行业发生了
革命性变化，甚至不需要一个小时的
罢工状态，而且他还成为了意大利制
造和服务公司联合会的负责人。直到
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的生活方式一

与 Giorgio，Adriana，Veronica 和
Marco 的长期和非常亲密的家庭友谊
让我有着很多美好的回忆和许多的故
事。
在所有这些记忆中，最令人难忘的记忆，
是我以难忘的喜好和感动来回忆，可
以追溯到 2002 年的米兰理工学院一
个下午。 那是 Giorgio 被邀请向大学
的学术委员会和主任发表演讲的时候。
他给了“ lectio magistralis” 作为颁奖
仪式的一部分，在颁奖仪式上，他与我
的父亲 Steno 一起获得了工程学荣誉
学位，以总结了他俩非凡的商业生涯。
所有的仪式和喧闹不仅仅是对 Giorgio 

直伴随着他的英勇奋斗精神，一直在
他的公司任职。这风格结合了他对音
乐的热爱，一种恰当的表达方式，以他
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和谐地适应着。
人们常说，在每个伟人的背后都有一
个伟人的女人，Giorgio 与 Adriana 及
其 子 女 Veronica 和 Marco 一 起 创 建
了一个美好的家庭。我有很多将我们
联系在一起的回忆：歌剧，音乐会等等，
还有我们对足球和健康体育的共同热
爱，这也是他孜孜不倦地推动的事业。
Giorgio Squinzi 在 2018 年 5 月 15 日“采
用”描绘米兰大教堂上年轻圣徒的尖塔
时，希望他在大教堂露台上举行的仪式

上离他最近且最亲爱的人在身边，以
便他指出应该走的方向，展望面向未来。
那尊雕像及其所代表的意义是对充实
人生的持久见证。我相信 Giorgio 将通
过他的光辉榜样散发出来的光芒永远
不会消失，并将继续为追随他的脚步
的每个人指明前进的道路。

Veneranda Fabbrica del Duomo di 
Milano 总裁

的最佳奖励，同时他被冠以“化学之王”
的称号，并戴着帽子和长袍。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种表彰一位非凡人士的恰当方
法，通过他的才华，努力工作，奉献精神，
严谨和人道，成功地使自己的家族企
业和马贝公司获得了独特的商业成功。 
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对我的家人和父亲
起到了指导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每当
我想到 Giorgio Squinzi 时，我也会想
到 Steno Marcegaglia：他们都被视为
商人和无与伦比的人类素质的惊人榜
样。

埃尼（Eni）总裁和工业联盟前任总裁

Never stop
            PED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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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
家族企业
的典范故事

Diana Bracco 著

家族企业有一些特殊之处：贯穿不同世
代的价值观念，就如 DNA 以及转化为
对所生产产品的热爱，还有所从事的
工作，所参与公司的人员以及其经营
所在的社区。所有这些都非常适用于
马贝和 Squinzi 家族。 我相信，只有在
对公司及其成长之可能性充满信心的
团队支持下，企业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Giorgio 始终可以依靠这一点，因此他
可以通过专注研究和国际化，以至几
乎近于“痴迷”的专注发展，来实现如
此非凡的目标。
自 1984 年从他父亲 Rodolfo 接手公
司开始，他就一直不知疲倦。在过去的
30 年当中，Giorgio Squinzi 将公司推
向 了 世 界 之 巅。与 他 的 妻 子 Adriana 
Spazzoli 以及孩子 Marco 和 Veronica
一起，把公司发展为化学和建筑行业
最大的全球企业之一。在马贝工作的
每个人都可以并且必须为这些惊人的
成就感到自豪。我记得在 2017 年，马
贝公司庆祝成立 80 周年之际，Squinzi
先生自豪地宣布，马贝在其整个历史中

“从未亏损，从未诉诸裁员方案，从未
为了减人员数目而解雇任何人”。 这是
难得的事情。
Giorgio Squinzi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商
人，而且还是所有希望他当选主席之
各大协会所信任的领袖象征。我特别

想感谢（由衷的感激）他能被任命为意
大利制造和服务企业联合会的负责人，
他于 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
以卓越的奉献精神帯领了联合会。他始
终只为同行的利益而工作，牺牲了自己
的时间甚至健康。他具备强烈的责任感，
就像当初他被要求帯领欧洲化学工业
委员会 CEFIC 一样。 Squinzi 一直是欧
洲支持者，并且是欧洲联合国的坚定
信任者，他的声音在 Brussels 也很重
要，他很有才华，以至于欧洲化学工业
委员会都希望他担任主席。
在此之前，从 1997 年至 2003 年，他曾
两次当选为意大利化学工业联合会主
席，我们交换了领导位置，然后从 2005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他再次当选。
当我们真正成为朋友时， 开始分享很
多职位，一起做很多很棒的事情。 我们
一直致力于解决诸如企业的中心重要
性以及企业认为政策应该集中于制造
和研究等问题上。
对我而言，Giorgio 比起单纯的事业伙
伴，更像是一个朋友（我想说几乎是一
个兄弟）。 我们分享了许多激情：从对
化学工业的热爱，以及我们对商业协
会的承诺，对文化和体育的热情以及
对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信念等等。
我们更是同样热爱音乐。我们一起设
法让伟大的指挥家里卡多·穆蒂来了，

并在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陪伴下在斯卡
拉歌剧院演奏了两场令人难忘的音乐
会。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然后是体育运动，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受
大众欢迎的人物，首先是通过马贝专
业自行车队，然后是他接管 Sassuolo
足球俱乐部。我的丈夫曾经对我说：“您
只要拭目以待，萨索洛就会晋升为意
大利甲级联赛”。 就是这样， Squinzi
所感动的一切都能变成了金子。
Giorgio 是一个出色的父亲和丈夫，是
一个忠诚，诚实和勇敢的人。 一个安静
但非常友好的人。他从不夸张，他是那
些使意大利变得伟大的商人之一：“贫
困家庭和富裕公司”可以说是全球思想，
郄是当地实际行动的高崇想法，以贡
献来激励的一代。 例如，我记得他在参
加的布拉科集团董事会会议上所进行
的所有演讲。我一直对他对欧洲，中国
和美国的看法和全球视野非常感兴趣。 
他总是准备充分，提出了尖刻的问题，
并能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Giorgio Squinzi 的去世意味着意大利
和欧洲的化学工业失去了领导地位，
米兰失去了模范公民和伟大的赞助商，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永远对他怀着深切
的感激之情。

Bracco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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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商人的模范

作为一名意大利人的自豪

Angelo Tantazzi 著

Adriana Cerretelli 著

Never stop
            PEDALLING

大 约 20 年 前，我 在 Prometeia 介 绍
瓷砖行业的发布会时遇到了 Giorgio 
Squinzi。 那是意大利陶瓷业发展的关
键时刻：瓷砖制造业在那时仍然面临
着重大挑战，当时其发展和国际化进
程是当今行业重要的组成部分。

全赖 Giorgio（Giorgio Squinzi）敏锐的
触觉，马贝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
贝树立了良好的行业榜样：真正专注
于产品研发（尤其是他的个人专业技术）

简单有其自身的伟大。尤其是那些将
父亲的小型家族企业转变为全球性企
业后仍能保持这种简单性的企业。 最
终成为一名具有独特意大利风格的全
球化商人，成就如同家般温暖，值得信
赖的品牌。 
Giorgio Squinzi 始终忠于自己，有抱
负的企业家。
最重要的是，他的个人和家庭价值观
不受企业发展航行时所遇到风险和突
发事件所困扰。他看到危险，直面这些
危险并继续前进，承诺产品质量和重
视研发投资。
以前，当我从布鲁塞尔或罗马回来时，
我们会于周六早上在马贝见面。一起
喝咖啡，聊聊意大利，欧洲和世界，以
及衰退的大环境，并确定共同努力前

和对国外市场有所了解，这归功于他
的长期思考，他发展国外市场的方向
如同国内市场。所有的这些，都使马贝
成为当今行业内的国际巨像。
Giorgio Squinzi 的责任心使他担任了
许多职务，首先是代表意大利制造和
服务公司联合会联盟的职务，在此期间，
他解决了中型工业和整个意大利制造
业所面临的问题。
我对 Giorgio 的记忆是他的微笑，情真
意切且礼貌，尽管会面不多，但每次的

进的方向。我们还讨论意大利和欧洲
的政治，他对经济，国家的未来以及他
的家族未来表示关切。
所以我曾经告诉他：“我们必须勇敢地
将所有这一切抛在脑后”，即使上次见
到他。但他始终拒绝放弃：他是一个不
倦的战士，深深扎根于血统的伟大意
大利人，但却如少数的意大利商人一样

“跨国”经营。
亲爱的 Giorgio，我会想念您的米兰口音，
机灵的洞察力，坚定的商业头脑，对文
化和音乐的热爱，真诚待人的微笑，这
些都是您的形象。 我很高兴认识你。 我
希望人们会尝试模仿您：意大利迫切
需要像您这样的人。

记者

会议总是愉快的。 
他是一个伟大的工作伙伴，让每个人
都会记得：作为一名意大利企业家应
有的专业视觉和慷慨。 

Prometeia SpA 的总裁，意大利的风险，
财富和绩效管理咨询服务，软件解决
方案和经济研究的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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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步为名
的创新价值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Giorgio Squinzi 不在我们
身边，但他的形象和榜样
已留下深刻印记。我马上
想到提及这个杰出人士和
朋友的最突出特征。接下
来我将通过使用我熟悉的
概念命名法来表达。这些
概念可能看起来很抽象，
但在 Giorgio 的作品中却
并非如此。
我更倾向于通过描述这几十年期间，
Giorgio 与我共鸣的四个方面，而这四
个方面都是他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
追求的，而非通过他惊人的创业生涯
获得的许多成功。
Giorgio 在这些方面上实行了令人印
象深刻的项目，就我而言，这是数十年
来从学术角度研究的成果。
第一个方面探讨了科学研究作为创新
和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主要推动力的作
用。Giorgio 的信念不仅限于将研究作
为生产性创新的应用工具。实际上，他
认识到需要纯粹的研究，这本身就意
味着进步，因为它的根基超出了最初
的期望。因此，他经常与专门从事纯粹
研 究 和 技 术 科 学 的 Lincean Fellows
以及与对实体经济的运作特别感兴趣
的结构经济学家（如我本人）讨论与研

究有关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关注创新
作为整体框架的作用，企业家将各种
概念和技能汇集在一起：技术科学，组
织，经济和体制。通常，学术界和企业的

“文化”都在努力寻找共同点。前者可
以将后者视为“过于实用”或相近似，
而后者可以将前者视为“过于理论”和
抽象。 Giorgio 认为“跳出框框”，并避
免陷入这些陈旧规定型类别；他创建
了属于自己的类别，这使他成为一个
真正的创新企业家，能够与上述“文化”
进行建设性交流。
第三个方面是国际化。 Giorgio 知道，
这不仅意味着出口商品，还因为它涵
盖了不同背景下的生产：经济，体制，
文化和领土环境。在他的多方面模型中，
人文和文化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技术
科学，生产和市场经济以及生活在其

社会环境中的每个个体都
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四个方面集中于我在研
究中所说的“社会自由主义”。 
在这里，通过运用辅助性
原则，协会发挥了关键作用，
并提供了一种有组织的表
达形式，从而使部门和整
体利益的互补。 Giorgio 坚
信，个别欧盟成员国与整

个欧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最 后，我 想 回 顾 我 与 Giorgio 一 起 参
加 的 众 多 公 共 活 动 之 一。 2012 年 5
月，我在米兰天主教大学展示了我的
访谈录“ Otre la Crisi”，并邀请了挚友
Romano Prodi 和 Giorgio Squinzi 作
为主要演讲嘉宾。 在那个时候，我们从“工
作”领域的各个角度讨论了这四个方面，
并再次确定了我们方法的互补性。我
相信他的妻子 Adriana（曾是罗马诺和
我的学生）对此讨论也表示赞赏。
Giorgio 的离世是地球上一大损失，我
深表遗憾。

米兰天主教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
莲塞国家学院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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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 stop
            PEDALLING

Vittorio Grigolo 著

对于文化，经济和体育世界来说，
这是巨大的损失，您是一个诚实，深厚、杰出的人，
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汉子。
指挥家Riccardo Muti 

聆听者的微笑

亲爱的，温柔的，深受爱戴的 Giorgio，
您的微笑永远是迎接我们的第一件事，
一个温柔而舒坦的微笑，充满谦虚且
无法抗拒的魅力。 我们都陷入了您的
爱与纯真的友谊网。 我仍然可以感觉
到您的“存在”，一只手捧着一杯酒，还
有一块新鲜切好的火腿，正好从您的
桌上递给我，站在我的面前。

分享一直是您的座右铭，首先是带着
微笑分享，一个不期望任何回报的人
的微笑。 谈论音乐，体育或其他任何事
物都是一件乐事，因为您使每个人都
感到轻松自在。伟人所遵循的守则 ... 懂
得倾听和欣赏事物。
你仍然活在我心中，直至永远。 感谢您
与 Adriana 一起为我奉献了如此宝贵

的时光，并为您挚爱的家庭敞开了大门，
他们将永远留在我心中。

意大利男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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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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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Pereira 著

对工作热情和真正的友谊

亲爱的 Giorgio，
在我第一次来到米兰 La Scala 歌剧院
之前，一些奥地利朋友就告诉我，米兰
有 一 个 特 别 的 人 叫 Giorgio Squinzi. 
一个心胸宽阔的人，热爱歌剧，对剧院
充满热情。 当我第一次来到 La Scala
歌剧院与您会面时，我想起他们曾经
告诉我，以及您脸上的宁静表情，您的
笑声和“捧于手中的心”（正如维也纳
和米兰的朋友所说般），立刻让我感动。
我立刻就知道，歌剧院对我们的友谊
至关重要。我永远不会忘记您告诉我的，
您的父亲于 1954 年 1 月 2 日第一次
带您去 La Scala 歌剧院。玛丽亚·卡拉
斯（Maria Callas）演唱了由伦纳德·伯
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指挥的基
鲁比尼（Cherubini）的《地中海》（Médée），
这是整个生命的激情的开始。就我个
人而言，我永远不会忘记 1956 年的一
个晚上，当我的母亲带我听最初来自
La Scala 歌剧院的作品，维也纳的玛丽
亚·卡拉斯（Maria Callas）表演，由赫伯
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
演唱的多尼采蒂的露西娅·拉默默（Lucia 
di Lammermoor）。当我们开始思考和
讨论 La Scala 歌剧院以及您在该剧院
的经历时，我知道您将是董事会的合
适人选。
剧院有许多感谢您的理由，包括您慷
慨地为大型翻新工程捐款和提供材料，
该工程是与米兰市议会根据建筑师

Mario Botta 设计的项目合作进行的。
因此，我很尴尬地要求您加入董事会
作财务支持，但是我知道您对剧院的
贡献将远远超出金钱，在我做出的许
多决定中，您与我并肩至关重要，也让
我有机会更好地了解您。
因此，当您生病时，我有机会更好地了
解了您，您向所有人展示了您的乐观，
友善和对生活的热爱。比过去几年您
必须忍受的恐惧和痛苦更强大。我敢
说你是过去几年极少数成为我真正挚
友之一，我认为那是很棒的礼物。 今天，
我向你保证，在我的余生中，我将更关
注和关怀你的家人。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La Scala 歌剧院的
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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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a Pomodoro 著

Never stop
            PEDALLING

Giorgio Squinzi 给我打了电话，用 “会议”
（通常不恰当的）一词来安排我们要教

的内容。 就像众所瞩目的情况一样，我
们已经彼此认识：我刚刚离开米兰法
院院长一职，并把自己“全心全意”投
入了离开我的妹妹 Teresa 曾在职的诺
玛剧院（No’hma Theatre）， 当时，他
已经在意大利制造和服务公司联合会
的办公室任职期满。 但是，成为同一个
俱乐部的成员并不一定意味着彼此认
识。在他担任总理期间，意大利经历了
蒙蒂总理政府的“血泪”，几乎违约。 正
如 他 所 说，Giorgio Squinzi 的 勇 气 通
过专注于工业和制造业来抵御任何“工
业荒漠化”风险，从而成功地激发了希
望的引擎。 他鼓励政治界注入他所描
述的（使用体育术语）“改变步伐”， 从
而试图用其所有的“脚和束缚”治愈我
们长期处于困境的公共行政。
那时，就像现在一样，Giorgio Squinzi
遇到了欧洲在融资基础设施和研究方
面的预算限制，这两个伟大的增长平
台可以使我们重新站起来，然而生活
一切都没有改变。
在 Confindustria 任 职 后，Squinzi 继
续担任 Sole 24 Ore Group 董事会主
席继续其公共服务，他的来电是要我
加入该公司：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吧！我
们的谈话不是非常愉快，必须采取处
理高度复杂事务的状态（导致出版社
的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
和不愉快的状态）。
但 是 我 们 不 可 忘 记 9 月 30 日
Gabriele Del Torchio 突然生病时的困

窘，这使我们之间的友谊变得亲密牢固。
Giorgio Squinzi 的 DNA 中写满了业务，
并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 / 地区开展工业
巨头的大范围经营规模，但他也承认自
己的其他乐趣：自运动开始，他热爱各
种各样的运动 首先是骑自行车，然后
是足球，这是无与伦比的成功。Giorgio 
Squinzi 与 Sassuolo 进行了一次奇妙
的冒险：从低组别至意甲的飞跃，使俱
乐部拥有属于自己的主场，这是在意
大利足球俱乐部中的一个特例，也足
以证明他的真知灼见。不仅体育运动：
古根海姆基金会和 La Scala 歌剧院也
充分了解 Squinzi 对视觉艺术和美声
唱法的热爱。
他的行动和情感传递至国家，他的一
举一动都是如此慷慨。尤其是对我和
我的剧院。 他甚至为我现在主持的圣

玛尔塔教堂（Santa Marta Church）的
Brera 学院的维修做出了贡献。
我想 Giorgio Squinzi 会很高兴知道他
的妻子 Adriana 将继承所有积极的正
能量。从她在 Sodalitas 担任基金会的
主席起，该基金会专注于增长和社会
企业责任等问题。 最后，偶然地发现，
要记住我们对自己的放纵 - 将所说的
话与所做的事情拉开距离，那么我们
会惊喜地发现 Giorgio Squinzi 扮演了
零和博弈。诚然，事实证明，他所做的
远比他说的要多。 正是这种最终的考虑，
使他与我以及所有爱他的人的友谊成
为了一种罕见的特权，参与特殊的“聚会”。

Brera 美术学院院长兼 No'hma 剧院
院长 

当“做”比“说”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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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Botta 著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米 兰 大 教 堂 引 人 注 目 的 Giorgio 
Squinzi 葬礼后，被他的家人和朋友包
围着，我现在经常发现自己在日常工
作或休息时突然想到了 Giorgio，一方
面想起他仍然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又是对过去的回响。
他持久的存在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摇摆
不定，听起来令人不安。
这意味着 Giorgio 仍然是我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还只是仅仅工作伙伴？这种
不断回忆的情况勾起了无限的思绪，
似乎从未离开地球。他对生活矛盾的
乐观态度与他持久的思维力相吻合：“做
事”之美，建筑之美，规划之美，甚至坚

信个人工作也可以为共同的利益做出
贡献。 这种观点使我们能够克服障碍，
将目光投向最终目标。
我曾与 Giorgio 一起进行过各种建筑
设计工作：米兰的 La Scala 歌剧院现
代化项目，以及他在米兰郊区 Robiano 
di Mediglia 的工厂中建立马贝实验室
等项目。是有史以来没有官僚或结构
性的障碍而成功完成的项目。
对于建筑师而言，它表明架构本身并
不存在，只有通过相关架构的工作才
得以实现。 再次感谢 Giorgio ！
毕竟，从个人角度来看，撇开与 Giorgio 
Squinzi 间的商业活动，他始终对我的

生活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在我的整
个职业生涯中，他对人类事业的信念
一直伴随着我。 我现在意识到，随着他
的去世，重要的自我部分已经丢失。

建筑师

规划之美，乐观的生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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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Giuseppe Bettoni 著

Never stop
            PEDALLING

今天，在您心爱的米兰大教堂里，一众
爱您的人聚集在您身边，尝试让您心
爱的妻子 Adriana 感到些许安慰。我
们希望可以以某种方式安慰她，您挚
爱的孩子 Veronica 和 Marco，他们的
家人以及您挚爱的孙子，我们希望可
以减轻他们的痛苦。10 月 2 日，您的疾
病急剧结束您的生命，那天也是教会
纪念守护天使的一天，对于我们这个
世俗的成年人来说，现在的事情似乎
更像是一个儿童故事，沦为童话和幻
想的模糊而神秘的境界 ... 然而，我认
为这可能解释你生活的关键。 
曾经有个古老的故事：当上帝创造世界
时，一切都是美丽的，每个人都生活在
和平中。有一天，这个充满嫉妒之情的
恶魔用爪子挖出深深的土地，创建了
沟壑和山谷，将各个国家分开，抬起悬
崖和山脉，使人们不再交流并继续相处，
直到每个人突然发现 他们自己分裂，
被迫从相对的山坡上大喊大叫。
看到人们互相寻找并大喊大叫的，上
帝差派天使给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
利用翅膀来架起桥梁，人们可以再次
聚在一起。永恒之主今天仍在这样做：

他不断向我们派遣天使，他们的翅膀
充当桥梁，聚会场所和友谊，以便人们
可以重聚并彼此相爱。抛开这个关于
宗教的天使故事， Giorgio·Giorgio 是
给您的家人，您挚爱的城市，您的国家
和许多其他人……带来的礼物，我们
可能会说您就像天使一样，毫不犹豫
地张开了翅膀。换句话说，就是利用您
的精湛技巧和才能，架起桥梁，填满山谷，
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纽带并保持企业运
转。
在地球上不断发生摩擦、障碍和隔离墙
的国家中，您过着紧张的生活，Giorgio
告诉我们，我们过着充实的生活，可利
用自己的技能和才能为社区利益和每
个人共同利益谋福利。如今，您被与您
有业务往来的人所包围，当中有从事
研究，运动，艺术和音乐，从事政治以
及其他服务业……您被各种不同的领
域所包围，而这些领域却让你们相互
汇聚在一起。从 La Scala 歌剧院到米
兰大教堂，从工业到足球场和社会工作。
Giorgio，我和一众朋友可以证明一个
事实，您从未忽视过那些最艰难的人，
那些挣扎的人。没有您的帮助，我永远

无法完成我们为 Arché 所做的所有工
作，因为您相信团结和慈善的具体意义
是真正为他人的命运负责，不仅是言行，
而且是真正对他人的命运负责。
我感谢主给了我和我们国家巨大的
帮助： 一个有信仰的人，或更确切地
说，是 我们可以相信的一个人，因为
您的灵性沉浸在历史中，仔细地研究
生活，总是在寻找，在 运动中总是充
满 活 力，就 如 您 对 骑 自 行 车 的 热 爱
的 那 样。 你 总 是 说：永 不 止 步！正 如
MadeleineDelbrêl 在她的《自行车的
灵性》中写道，我们可以说自行车是您
忙碌的生活的完美隐喻：
您选择我们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
除运动外，只有前进时，才能达到保持
平衡。
有点像不能四处走动的自行车，是一
种靠在墙上直到有人上车并迅速沿着
街道骑行的自行车。

Arché 基金会主席
这封信最初于 10 月 7 日在意大利《共
和国报》上发表。

服务大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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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Antonio Mazzi 著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我不知道与 Giorgio 的特别亲密关系
是如何或何时形成的，这似乎是偶尔的
事情之一。他的笑容和真实性，使我和
他成为终身伴侣和同路人。“最近好吗？ 
你好吗？ 你需要什么吗？...”。 在我看来，
将 Giorgio 仅描述为马贝集团的老板，
意大利制造与服务公司联合会主席或
他所持有的其他任何头衔，那就是不
理会或忽略你极其罕见的丰富性格。
我几乎想说“一个小学同学已经去世了”。
对于我仅剩下的三、四个朋友，这是我
能说的最好的话。一年见几次的朋友，
我永远不会拒绝：“托尼，我们去吃些玉
米粥或喝一杯酒”。 因此，我们会经常
去一家小餐馆，尽管小餐馆进行过翻新，
但它仍然在那儿。
当我在米兰大教堂举行弥撒之后接受

电视采访时，我能说的是：“只希望另
一个 Giorgio 即将出生，因为天父不会
让很多人备受爱戴，这个世界当然需
要他们。” 
一个真正有能力将技术，战略，尖端企业，
体育，诚实，团结，友谊和朴素相结合的人。
 我深深地记得圣诞节前后在 Colnago
的聚会，我们在博尔米奥体育馆的日子，
于 Stelvio Pass 骑自行车以及所有在
场的朋友们一起享用的欢乐大餐，他
妻子 Adriana 非常擅长在这里组织活
动 并为孩子们准备 Exodus 读物作为
礼物。
 不幸的是，除了那些愉快的相遇，我永
远都不会忘记与他见面的那段时间，
因为他患上了可怕的疾病，他需要助
行器蹒跚着走，尽管一切都慢下来，他
微笑着，打个招呼，然后像往常一样问
我“ 你的生意正在进行吗……”。 然后
他会给我一个难忘的拥抱 ..... ！
 这是另一个轶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受邀观看萨索洛 - 国际米兰的比赛，
我觉得我必须为他的球队加油打气。
我只记得一些美好的时刻，没有多少，
只是足以表明 Giorgio 是谁。 但是我

也不得不提及我在米兰大教堂长老会
庆祝弥撒时看到 Adriana 弯腰的痛苦，
不知所措。
然后，当她过来获得 “和平之吻”时，我
试图抚摸她的脸，看到的是 “泪流满面”，
她轻声说：“对不起……我无法让亲自
给你打电话”。
在人类失去真正朋友时苦苦挣扎，这
使失去的朋友遭受的痛苦翻倍，我们
每个人都需要生活在更清洁，更真实，
更敏感，更运动，更“宜居”的社会环境中。

Exodus 基金会主席

我希望遇上
另一个Gior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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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Tafi 著

Never stop
            PEDALLING

谢谢。 我只想对 Giorgio Squinzi 为我
所做的一切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感激
能让我幸运地遇上 Giorgio Squinzi，
而发自内心的一句“谢谢”！
1993 年夏天，我很幸运第一次见到他，
几分钟后，他成为了我的官方赞助商
和老板。 进入他的办公室后，我很快意
识到我不是一家普通公司中，或者在
一个普通的商人中间，我进入了一个
如家的企业，每个人都有一种真正的
归属感。
在我与 Giorgio Squinz 签订合同之前，
所经历的只是一次握手，此后我就将
整个职业生涯带入至那段伟大的“ 马
贝时代”，这是自行车运动的黄金时期，
尽管时间被认为短暂，但却有相当丰
厚的回馈。聊天大约一分钟后，我意识
到他是一个灵通，热情洋溢的人，专心
又受人尊敬，他能以与众不同的方式
与人交流。 他的人情味，关注和尊重，
加上责任感和严谨的态度，使我诚服。
他的卓越品质显而易见。
我获得他的尊重，信任和友谊，我很幸
运地于世界上最伟大的自行车比赛之
一胜出，那是我认为 最出色的比赛，
Giorgio Squinzi 和他的妻子 Adriana 
Spazzoli 十分热爱的比赛：巴黎 - 鲁贝。
该著名自行车队独特的“立方体图案”
球衣，一支在“经典女王”的鹅卵石上

树立了如今传奇般声誉的团队。
当 Giorgio Squinzi 与 我 的 全 家 人 在
Roubaix 赛车场观看比赛时，我有幸赢
得了比赛。 现在，幸福，庆祝活动以及
美好的回忆都笼罩着悲伤。回忆是帮助
我们继续前进，继续做得更好，就像他
教导我们的那样。 我们绝不能停止步伐。 
但无可否认现在有了一种遗憾和坚强
的感觉，就像在最后一公里与他在一
起完成赛事的爱一样坚强，并且在我
们余下的时间里将一直与我们在一起。
那么，Squinzi 留下了什么？ 所有的点
点滴滴对我们所有人留下深远的影响。
一个伟大的家庭。 一个伟大的公司。
多年来，许多优秀的小项目已成为基准，
例如他最初设想的马贝体育中心，并与
Aldo Sassi 一起携手创建。然而遗憾的
是，2002 年世界上最好的自行车队走
到了尽头。但是，深受马贝风格的影响，
就像 Squinzi 先生和 Spazzoli 女士一
样：永不止步。
他们离开了自行车，但为体育界贡献
更多甚至更好的东西。他们留下了一
个巨大的空洞，但也留下了一个有远
见的哲学，吸引众多企业家的思想，他
们也试图在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将方理
想付诸实践。
您还记得 2000 年马贝成立青年队的
时候吗？ 许多人认为这做得太多了，几

乎是一种挑衅，超越了标准，走得太远了，
但这恰好是 Giorgio Squinzi 拥有的那
种对未来的愿景。
马贝是全球运动团队的第一个例子 - -
一项全球性自行车事件。 而这一切都
是由一个人进行思考，设想和首先检
验实践，他总是比其他人领先一步，在
变化发生之前感知并促成变化。我现
在只能对他说谢谢。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永不停步。

马贝专业自行车队的前骑手。

自行车界中
远见卓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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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亲爱的 Giorgio，我要在此怀缅你，这
真是太不公平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
写这几行话，向人们介绍了某种友谊：
我们的友谊。 与您和您所有美好家庭
的真实，深刻和真诚的友谊。
回忆就像我们在一个秘密盒子中随身
携带的珍贵珠宝一样，我想借此机会
带出其中的几个来谈论您和我们，以
及我们一起骑自行车的旅程。
亲爱的 Giorgio，我在这里要记住你，
这真是太不公平了，我怀着沉重的心
情写这几行话，向人们介绍了某种友谊：
我与您和您美好家庭的真正友谊，深
刻且真诚的友谊。
回忆就像我们在一个秘密盒子中随身
携带的珍贵珠宝一样，我想借此机会
带出其中的几个来怀念您，以及我们
一起骑自行车的旅程。
回 忆 回 到 1993 年 的 夏 天，在 您 挽 救
了 Marco Giovannetti 创 建 的 车 队 之
后，几个月前您才进入了解职业自行
车比赛。 当我打电话给您谈论一支名
为 Clas 的团队时，您刚刚庆祝了马贝
团队在 Stefano Della Santa 成功赢得
第一个梅琳达奖杯。 这是一支即将解
散的西班牙车队，尽管它可能拥有像
Rominger 和 Olano 这样的顶级车手：

他们使用我的自行车参加比赛，而我
始终担心自行车车队以及选用我的自
行车的命运。
因此，我建议你选择合并车队，毫不犹
豫抓住这个机会组建 Mapei Clas 团队，
该团队很快开始获胜。 的确，在 1994
年，它赢得了 62 场比赛的惊人胜利，
其中 Tony Rominger 赢得了巴黎 - 尼
斯（Nice）和 西 班 牙 维 埃 塔（Vuelta a 
España）比赛，而 Gianluca Bortolami 
则赢得了世界杯。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是您和 Adriana 发
现巴黎 - 鲁贝公路赛的魅力和严峻程
度的一年，而我对您的最美好的回忆之
一就是那场比赛。那是 1996 年，我才
刚刚开始尝试碳纤维车架，并使用这种
特殊的材料为 Paris-Roubaix 制造了
自行车。我的决定并没有完全说服团队
中的大多数。那年，其他制造商推出了
全悬挂式自行车，人们担心碳纤维车架
种路面上并不理想。实际上，人们怀疑
碳纤维车架会在法国极其严酷的鹅卵
石上破碎。 “我已经仔细研究了事物并
进行了测试 - 因此我通过电话向您保
证 - 您会发现这些自行车具有竞争力”。
但是比赛前一天晚上，我记得实际上是
晚上 10 点，您又给我打电话了。 “Ernesto,，

你确定吗？您的公司和我团队的良好
声誉在这比赛至关重要……”。 “当然，
我没有改变主意”，所以我回答。然后
您用 Giorgio Squinzi 典型的话：“好吧，
让我们开始吧。如果我们输了，我们会
彻底输了。”每个人都知道那之后发生
了什么。相反，我们没有输，这要归功
于 Museeuw，Bortolami 和 Tafi。这 是
巴黎 - 鲁拜自行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President of Colnago Ernesto & C. 
S.r.l.
我确切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是：2018
年 2 月 9 日，我的 86 岁生日。 您和我
研发新 C64 自行车以及阿联酋酋长
国队最重要的新签约人 Fabio Aru 一
起登上米兰广场 Gae Aulenti 广场的
Unicredit 展馆，该车队已经与我的自
行车比赛了两个赛季。 我希望您再次
与我并肩，以便我可以给您其中一件
定制的马贝颜色的自行车作为特别礼
物。您很激动，每个人都注意到了，然
后您对我小声说：“Ernesto，您留着自
行车，我感觉身体好转后我会过来拿
起它……”。 那辆自行车还在我的博物
馆里。 它象征着一个伟大的故事和友谊，
以及我希望能够持续更长的旅程。
Colnago Ernesto ＆ C.S.r.l. 总裁

巴黎鲁拜和
碳纤维自行车：
对我们俩来说
都是一场成功
的赌博

Ernesto Colnago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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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 . 1866 年起，圣家堂（Sagrada Familia）
开始建造。
左图 .2018 年 7 月 2 日，将 8 吨重的花岗岩作
品光荣十字架放在了顶部。

Never stop
            PEDALLING

这些话总是充
满智慧和常识
Gianni Bugno 著

Ercole Baldini 著

我说服他支持自行车活动

“你好，詹妮，最近怎么样？ ”Squinzi 先
生经常以这样的开场白打电话给我。
说实话，我也打过电话给他，但不那么
频繁，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总是
害羞内向，但 Squinzi 先生善解人意（包
括我）， 知道我的样子，所以他会首先
打电话给我。“你好，詹妮，最近怎么样？”
尽管我通常不愿谈论自己，但我过去常
常让自己跟随他的步伐，因为 Squinzi

Giorgio Squinzi 不在我们身边了，这
让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是一个如
此优雅有远见的人。出于商业原因，我
很幸运地在 40 年前与 Squinzi 先生会
面：我曾在瓷砖制造商 Iris Ceramiche
任职，也曾与马贝有业务来往。Giorgio
是一位成熟的商人，并组织了特别课程
来教给安装人员如何使用其产品。当然，
我知道骑自行车是他的挚爱，Giorgio
告诉我他想赞助一支专业车队。机会出
现在 1993 年，当时义大利巡回赛开始
前，一支车队失去了资金支持。我安排
他去见团队经理 Marco Giovannetti，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Giorgio 决定参
加自行车运动并参加意大利巡回赛。
很多人指出，我很乐意让马贝参与自

先生总让我感到很自在，我一直敬佩
和仰慕他的智慧和无尽的仁慈，很高
兴得到他的关注。
永远不会让您对他的身份和地位感到
恐惧。尽管，Squinzi 先生是一个巨人，
一个行业领袖，他创造了全球巨像，并
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简而言之，他绝
对是一名胜利者，但同时，他始终清醒
并以最大的温柔对待每个人，只有伟

行车运动项目中，我认为这是一项伟
大的成就。
Squinzi 先生从未对他的决定表示任
何遗憾，这让我感到自豪。早在 90 年
代，我还参与了职业自行车的管理工作，
并与国际自行车联盟（UCI）保持联系。
我经常向 UCI 主席 Hein Verbruggen 
谈论 Giorgio 的出色品质。后来，即使
是 UCI，也意识到 Squinzi 先生是一个
非凡的人，创造超越一般商人的神话。
很遗憾地 Giorgio 离开了我们。 现在，
许多人都想起了 Giorgio，他有这么多
亲朋挚友使我感到高兴。

前骑者

大的人才知道该怎么做。“你好，詹妮，
最近怎么样？”Squinzi 先生，这些年来
一切都很好。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再也无法听到您充满智慧和常识的声
音，您的电话，您的话，我将如何处理？
亲爱的 Squinzi 先生，我会想念你的。
是的，我真的会的。

马贝专业自行车队的前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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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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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世界锦标赛上
的拥抱仍然让我落泪

Cadel Evans 著

在 2002 年参加马贝专业自行车队的
第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一名领导者，他
之所以成为领导者，不是因为他的权力，
而是因为尊重。尊重他的能力，慷慨，公正，
谦虚。 自行车队的每一位成员以及马
贝的所有员工都不仅仅是一个团队。
我成为马贝的一份子时，我加入了一
个深受 Squinzi 先生激励和启发的大
家庭。 他的灵感使我们成为了一个联
盟，所有人都希望齐心协力提供最好的“ 
vincere insieme”，并最终使马贝取得
成功。
在我们的自行车运动中，他的贡献永远
不会被完全理解。赞助年轻的开发团队，
国家队和“超级自行车”团队（“马贝”（因
其各种迭代而闻名））和马贝运动研究

中心。通过 Squinzi 先生通过研究和学
习，以建立体育中心来改善我们的运动。 
加上我们 Sassi 教授的指导，在短短的
几年内，自行车运动向前迈了一大步。
尽管同事，官员和联合会并不看好，但
Squinzi 先生仍坚持改善我们的运动，
在自行车管理不善的时期保持了世界
自行车锦标赛的冠军。 我作为马鳖运
动中心的门徒，赢得了其中一项世界
冠军。比赛结束到达终点线后，Giorgio
的拥抱使我流下了眼泪。
在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有所作为，
但是我们很少有人会梦想像 Squinzi
先生那样对世界有所作为。
Giorgio，我感谢您为我的运动做出贡献，
为我提供宝贵的机会，但最重要的是，

我感谢您通过体育，商业，政治所启发
的一切。您将永远是我们所有人的灵感。 
安息。
 
马贝专业车队的前单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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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BRIANZA路行驶的星期日

Mario Zangrando 著

多年来， Giorgio Squinzi和
一 群 热 衷 于 骑 单 车 的 朋 友 常
常 在 蒙 扎（意 大 利 北 部）的 一
个 回 旋 处 见 面，一 起 沿 着 布
BRIANZA(Brianza是阿尔卑斯
山山脉脚下的一个地理区，位
于 意 大 利 米 兰 北 部 伦 巴 第 大
区，是一片低缓的丘陵之地)的
道路骑行。当他们在盟友陪伴
下艰难地踏上脚步时，这变成
了周日的一种仪式，一起喝点
小酒结束了旅程。

我喜欢用他一直说的话来铭记他：“如
果我们意大利人更像一支球队，那么我
们就不必害怕任何人”。 那就是我们第
一次见面时的样子：我们组成了一个“团
队”。 我们一起骑着 Stelvio Pass( 意大
利 的 Stelvio Pass 公 路 海 拔 高 2.758 
m，是欧洲最高的高速公路，将瓦尔泰
利纳（Valtellina）与瓦尔韦诺斯塔（Val 
Venosta）连接起来 )，一群朋友分享着

对自行车的热爱。 我会花 3（甚至 4）个
小时与他谈论有关自行车，胜利，冠军，
年轻才华，足球，地方甚至国家政治的
问题。
亲爱的 Giorgio，很高兴能在您身边，
帮助您完成这次攀登，当您每年到达“我
们的” Stelvio Pass 山顶时，您的脸被
汗水和眼泪覆盖，真是太兴奋了。 现在
您到了那里，Giorgio 我想在最后一公

里，你 加 入 了 Aldo (Sassi) 和 Franco 
(Ballerini) 的队伍。 他们正等着您准备
再 次 踏 上 Stelvio Pass…… 永 远 成 为
一支队伍。”

Unione Sportiva Bormiese 自行车部
门总裁。

“作为一个团队”
在Stelvio Pass上

Never stop
            PED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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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星期六关于骑行的聊天

Pier Augusto Stagi 著

我曾经在下午 5:30 左右接到电话。 “明
天你会去米兰吗，奥古斯托码头？ 如果
可以的话，请于工作时间到我办公室
一起喝咖啡吧。”
他给我打电话总是亲切有礼叫我名字。 
那就是 Squinzi 先生的方式，尽管在过
去几年中我一直称他为“主席”。 星期
五的电话一直是我的天赐之物。 它具
有相同的甜味，因为我知道第二天会
很 棒：与 他 在 Viale Jenner 的 办 公 室
度过短暂时光，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们通常在那里聊天，主要围绕骑自
行车。 那是一个美好而特殊的一天的
傍晚：对我们来说。 我们一直在寻找一
种习惯，即使到现在也没有提及，这种
习惯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花费不多：只需打个电话，然后第二天
我早上 10 点钟到那儿，和主席一起喝
一杯可口的咖啡，回忆，讲故事，轶事
和闲聊。 我们谈论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Nibali，Aru 和那些努力进步的年轻自
行车手。还有那些突然消失的意大利
世界巡回赛车队，更不用说意大利巡
回赛和法国巡回赛，所有这些话题不可
避免地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最终
使我们回到了马贝专业自行车队。这
是一家商业，交流和营销企业（Spazzoli
女士设计的标志性立方体图案骑行服
仍然令人钦佩），具有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他非常喜欢“tuttoBICI 奥斯卡”，并且

总是将日期写在他夹克左手口袋里的
日记里。所以他告诉我 :“我会出席的 ...”，。 
就像那天他问我的那样：“Nibali 会在
那里吗？” “当然会的，主席。 他赢得了
奥斯卡奖。” 然后，他带着孩子气的沉
默，说道：“你能把我安排跟他同桌子
吗？……”。 “当然，主席”。
然 后，我 们 谈 到 了 位 于 米 兰 附 近
Pioltello 的非盈利组织“ Le Vele”，这
对他和 Adriana Spazzoli 女士意义重
大。他总是安排于圣诞节前晚餐，并记
在日记中，从未错过。 在公司众多朋友
的陪伴下，以传统的米兰“砂锅菜”为
基料的一顿饭，并准备其他很多事情。
对我而言，星期五的电话对我来说始终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因为我一直觉
得与 Squinzi 先生的友谊（始于 1993
年）是一件特别珍贵的礼物。成为他的
朋友令我感到骄傲，这对我来说意义
重大， 我仍然记得 2002 年 5 月 18 日（他
的生日），就在他发现 Stefano Garzelli
在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期间未通过药物
测试时，他致电告知我他将在赛季结束
时解散车队，并请我写一本书，讲述这
九年的顶级自行车比赛，这在自行车历
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并以一盒名为

“荣耀之盒”的记忆告终。我多么想念
那些周五电话这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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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co Magnanelli 著

Never stop
            PEDALLING

他是一个伟人，对此毫无疑问……。 他
与众不同。 我很幸运很高兴认识他，并
与他分享了很多经验。 我永远都不会
忘记我们见面时他总是问我什么。 “队
长，球队怎么样？”他总是用自己的方
式关心球队。他经常问的是我们所有
人…….. 因为对他来说，我们不仅仅是
一家公司，一支普通的足球队，每个球
员几乎像孩子一样，所以他担心自己孩
子的幸福 。 我们总是拥有我们需要的
一切，我明白参加他在米兰大教堂的
最后欢送会的所有人所表现出的情感，
清楚地证明了他是谁以及他对我们许
多人的意义重大。
那么，Giorgio Squinzi 是谁？ 我认为很
多人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试图
传达什么价值观，以及他创造了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告诉你他与我
和团队之间的关系。

他和他的家人总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对
他们的重要性。 从一开始，他们就专注
于计划，谦卑，努力，牺牲，最重要的是
在不走捷径的情况下实现目标。
一个有远见的所有者，他可以看到除
比赛之外的东西，并试图为更大，更持
久的东西奠定基础。
我们在一起分享了很多时刻，幸运的是，
美好的时刻多过坏的时刻，但说实话，
正是在艰难的时刻，他和家人为我们
提供了帮助和支持。
就我个人而言，我与他有很好的关系，
我对他的处事方式和成就他的决心怀
有崇高的敬意。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晋升为意大利
甲级联赛（也恰好是他的生日）20 分钟
后的电话，在我们第一次击败国际米兰

（他视作 AC 米兰为最大对手）之后我
们的眼神交流和拥抱，以及当我不得

不进行膝盖手术时他的支持。 
当然，我们会想念他的，但是他为我们
做得太多了，他留下我们关于团队合
作的想法，指导方针，方法和想法，还
有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得……他是独一
无二的。
当然，此刻我们想出去战胜所有以不
负他的寄望，为他奉献尽可能多的东西，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我们需要
尽力获得更多积分，正如他所知道的
联赛冠军是非常棘手和困难的。 但是
我们能到达最高水准，为什么我们最
终不能做得更好？ 我们不能对主人说
不，我们至少不能梦想。 我真的会想念
他，他不复于此，只能借鉴他多年来所
教给我的一切，我会守护着……请安息。
 
萨索洛足球队队长

谦虚，辛勤工作和牺牲
以建立一支成功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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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vanni Carnevali 著

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GIOVANNI，
你为我买了梅西吗？”
尊敬的 Squinzi 先生，这本杂志没有足
够的页面来表达对您的思念。 即使我
知道您的病情，然而这一天的突然来
临是始料不及，现在我发现惦记着您
教给我的一切：您的英勇，决心，热情
和力量，但最重要的是谦卑。
尊敬的 Squinzi 先生，我真的不认为我
们会这么快就分开。 我想当然地认为
我们会在一起很多年。您不仅仅是我
的雇主； 您就是一切：大师，甚至有时
几乎像一个父亲。 和你的妻子 Adriana
一起，你总是让我感到宾至如归，我视
你为我家庭的一部分。
赛后，我们电话会议谈论 Sassuolo 团
队的情况，您始终支持我的决定。即使
无数次失败后，您还是会安慰我。您始
终在我身边，总是找到合适的词使我振
作起来。记忆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没
有人能消除它们，它们给了我和您的
Sassuolo 足球队不断前进的力量。 您
和您的家人始终确保我们所需的一切。
从加入俱乐部时间最长的球员到新来
的球员，您都知道每位球员的名字，对
每个人友好且抱有寄望。
在您的支持下，我们循序渐进，不断改
进我们的成果，通过努力实现我们的
目标，而非走捷径。这就是我们实现梦
想，实现足球中心梦想的方式，因为您
一直希望自己的小伙子们拥有最好的
一切。
感谢您。
您令我记住了您开放，恭敬的态度和
真诚所带来的真正影响。尊重人，尊重

规则，尊重队友。
承诺，牺牲，辛勤工作，热爱生活，我们
共同分享最好和最坏的时光。我将以
您一直教我的充满热情和谦卑的方式
继续工作，然而我会非常想念您。
当我走进您的办公室时，我已经感觉
到您的安慰之词，您的拥抱和您的离开，
那些让我感到家的感觉。
我的想法与您的妻子 Adriana 密不可
分，我一直记得您对我说：“我需要听
听妻子的想法”。 你们两个为我们敞开
大门，现在您把我转交于她手中，她将
给我力量继续前进。
我怀念您总会开玩笑地问我，以掩饰
自己的野心：“Giovanni，你为我买了梅
西吗？”，我曾经说过“Squinzi, 先生，我
们正在努力！”。

也许有一天，我会设法买下他，并将他
献给您。
Squinzi 先生，您将永远在我心中，将
永远与我同在，为了您的利益，我将继
续进行我们的项目。
我已经用现在时给你写信了，因为我
知道你在我身边，而且将永远在我身边。
Squinzi 先生，我想给您一个大大的拥
抱。

萨索洛的董事总经理兼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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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miliano Allegri 著

Francesco Acerbi 著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
一个总是以谦逊和朴素，伟人的真正
品质脱颖而出的人。他的行为举止和
与其他人的交往方式使您确切了解他
是一个重要的商人。我最欣赏他的特
质之一，是他令交谈的对象感到轻松
自在。我与他不仅是合作的关系。我永
远不会忘记我和我的女儿 Valentina
一起乘飞机去美国见过他，他和他的
妻子 Adriana 在一起。 我们一起旅行，
然后在纽约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之后，每当我们见面时，他们总是问我

我 记 得 Squinzi 先 生 是 个
伟人。 他不是很健谈，即使
在更衣室里也没什么可说
的。 但是你不禁喜欢他，他
是一个极其谦虚杰出的人。
我一生中没有遇到像他这
样的人。 尽管创建了像马
贝这样的帝国，但他始终脚
踏实地。当他与您交谈时，
他从不提高自己的声音，他
只用几个精辟的文字道破
一切。 我们的关系远超于
足球，也许是因为我们俩都

遭受了疾病的折磨。
当我决定要求转会至拉齐奥时，他首先
希望我留下来，但后来他理解了我作为

关于女儿的事，我真的很感激，也非常
喜欢他们俩。
直到那一年，我去了萨索洛，当时我们
赢得了联赛冠军，并晋升为意大利乙
级联赛，我们并不经常见到 Squinzi 先
生。 那是他在俱乐部的最初几年，他有
很多业务承诺，但是您总能感觉到他

一名足球运动员的抱负，并向我表示
了欢迎。 当然，如果他说不，我会出于
对他的感激之情而留下来。 当我生病时，
我从他发给我的简单信息中汲取了难
以置信的力量。 我意识到我对他很重
要。 在萨索洛俱乐部，每个人都会怀念
他，既是一个商务人士，也是一个深受
爱戴和尊重的人。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
们所拥抱的时代，那些在取得重大胜
利之后，或者只是在情感或艰难的时刻。 
一切尽在不言中。

前萨索洛足球运动员

的存在，我们建立了一段良好关系。 从
那以后我们从未间断联系。 我们谈到
了足球，体育和其他问题； 我很荣幸和
享受与他这样的杰出人士保持良好关
系。

足球队经理

一个非凡的人

超越足球的关系

Never stop
            PEDA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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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步 
继续前行

2019年10月20日的萨索洛-国际米兰比赛中，球员和球迷悼念Giorgio Squinz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