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伯特只追求最好的鸽子, 而且他知道如何辨别顶级品质的鸽子。他拥有世界上最独到盖比血系典  藏鸽, 他的成绩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2012和2013赛季, 他是比利时最优秀的长距离赛手。
“ - 盖比.凡德纳比  

   (Gaby Vandenabeele)

费舍尔
盖比原舍鸽
2013年阿让/波尔 
多全国冠军

葛萝莉娅
盖比原舍鸽
2013年KBDB全国 
长距离鸽王亚军

米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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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作翔过的幼鸽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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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中东弗莱芒的伯特.凡登伯格为比利时赛鸽运动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取得胜利，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向盖比.凡德纳比引援。如今盖比不仅成为他的好友，更是
这位48岁企业家主要的顶级鸽来源。伯特最终决定在1995
年开始以自己的名字参赛，很快他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他具备短期内便在全国赛场占据主宰地位的实力。

  伯特.凡登伯格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经营罗格.范登
伯格（Roger Van den Berghe）地毯公司，这让他很难抽出
时间来自己管理鸽舍。因此伯特直到2011年才自己带领一
支极富天赋的赛鸽战队征战全国赛。这真的是一个挑战。
众多鸽友以及他的支持者盖比.凡德纳比和马克.波林都深信

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现在这两位
赛鸽家的预见非常准确。

  伯特.凡登伯格作为一位成功的企
业家, 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决策能力, 还
必须能够良好地应对失意和不顺的情
况。达到最高水平是伯特的口头禅，
这让他能够成功迈入比利时全国顶级
水平，成为耀眼明星要得益于他的激
情、对细节的敏锐眼光和他的雄心。

伯特.凡登伯格, 
决意争胜的王者

  伯特. 凡登伯格的父母同样见识不凡，上世纪60年代末
伯特出生在瓦雷赫姆（Waregem）地区，当时那里以亚麻
农场而闻名。他的父亲罗格和母亲艾斯特为了发展自己的
地毯公司而辛勤工作，亚麻就是制作漂亮的手工地毯的原
材料，他们的手工地毯行销全国。他们努力工作来抚养4个
孩子，很快他们的生活便步入了正轨。他们的孩子都非常
活泼积极。伯特对他的父母能够兼顾公司管理和照顾4个孩
子的能力非常钦佩。他们心中总是怀着坚定的目标：做到
成功，不论是做父母还是作为公司的管理者都是如此。看
起来伯特正是继承了他们的动力和雄心，而这也是凡登伯

2011年参加幼鸽赛获得：
 著名的布洛瓦Guldensporen比赛3090羽冠军-季军-4位-9位
2012年参加一岁鸽赛获得：
 查特路全国15902羽8位-36位-51位-53位-67位
 蒙吕松全国7828羽8位-15位-24位
 波尔多全国5480羽33位
 亚精顿全国22384羽49位
 利蒙治全国17735羽72位
 莱邦纳全国7958羽季军、4位
 拿邦全国6933羽50位、77位
 图勒全国10251羽86位

达到最高
水平是伯
特.范登伯
格的口头
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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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家族每位成员的共同特征。

  凡登伯格家族得到了亲属的很大支持。伯特对他的爷
爷杰洛米.凡登伯格（Jerome Vanden Berghe）和叔叔安
东.拉韦涅(Antoon Laverge)印象深刻，他经常和他们在一
起。他们两人都深爱赛鸽，正是他们的激情点燃了伯特对
赛鸽的兴趣。伯特见证了他们的父母成功运营公司的决
心，他看到同样的执着也在杰罗姆和安东对鸽舍管理中得
到良好的体现。他们深知胜利的滋味并被其深深吸引。伯

特看到不论是在业余爱好还是自己
的职业生涯中，胜利的取得总是可
以给他们带来的无穷的欢乐。然而
伯特经常被告诫保持专注的重要
性。 

  伯特6岁时，凡登伯格家族快
乐的生活和高涨的信心突遇变故，
他的父亲罗格的身体健康出现问
题，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对他来
说生活已经变得绝望，年仅38岁罗
格便告别人世。伯特的母亲艾斯特
不得不接过家庭的重担。除了要照

顾家庭，她还要继续自己和丈夫的事业。她坚强的精神激
励了家庭成员和公司雇员。罗格凡登伯格发展成为比利时
最主要的地毯制造厂，拥有百余名员工，分公司不仅遍布
比利时，甚至发展到了保加利亚。这家公司如今的发展真
要感谢伯特的母亲艾斯特的贡献。

  艾斯特. 凡登伯格给予孩子发展并追寻自己梦想的时
间，这也是伯特能够自由发展赛鸽爱好的原因。他仅6岁的

时候，花园有块小空地，这里养着叔叔安东.拉韦涅给他的
16羽幼鸽。他参加了中距离比赛，尽管缺乏经验，他的几
羽鸽子仍然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归巢。赛季结束后的国家
日中，伯特收获了冠军古斯.塔佛内（Guust Taverne）颁发
的比利时最年轻独立会员奖。

  这座最年轻独立鸽友奖杯对伯特的早期赛鸽生涯产生
了巨大影响。比利时和荷兰最伟大的冠军看到他对赛鸽的
激情之后，都纷纷邀请他去他们的著名鸽舍做客。通过拜
访这些鸽舍，他有机会接触到众多优秀鸽子，并收获了很
多宝贵意见。这些宝贵经历促进了他作为鸽友形成自己思
想体系的进程。首先他相信顶级的赛鸽是取得登顶巅峰所
不可或缺的，但是在赛鸽运动中找到自己的方法也至关重
要。几乎每位鸽友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尝试你知道的每
种方法并不明智。你应该多做思考来取得进步，这也适用
于除了赛鸽运动外的任何其他运动。

  12岁之前伯特享受着赛鸽运动的快乐，每赛季安东叔
叔都会将第二轮鸽子带到代瑟尔海姆（Desselgem）交给
他，赛季末他们再被带回鸽舍参加成鸽赛，他们的成绩总
是非常优秀。安东.拉韦涅将基础赛鸽知识传授给伯特，
而伯特也有自己的见解。伯特已经可以作为一名鸽友单独
行事：他在很小的时候便学着承担起掌管自己的鸽族的责
任，来达到目标并管理鸽舍。这些技能日后得到证明对于
经商活动亦非常有用，当然更是他作为一名成功的鸽友所
必需的。

  紧随他的父亲罗格和母亲艾斯特的脚步，伯特在十几
岁到二十多岁便已经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遗憾是他要暂
时告别赛鸽运动，因为12岁时他要去一家寄宿制学校就

年仅6岁的
伯特便收获
了比利时最
年轻的独立
会员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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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然后在安特卫普获得BBA学位。学得的知识让他能够
在罗格凡登伯格公司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帮助公司发展
成为国际地毯市场上重要的一员。此时他还不断地与其他
鸽友联系，他还会经常抽出时间来讨论赛鸽的新闻轶事。
重新回到赛鸽运动看来绝对是必然之举…

  不能继续养鸽让他感到非常遗憾，虽然他仍然以赞助
商的方式深度参与赛鸽运动，但是却缺少了养鸽和比赛的
兴奋，自己养鸽看起来真是不可能，因此伯特改为寻找搭
档合作。早在十几岁的时候伯特就表现出具备成为杰出赛

手的能力。他的特长之一便是能够搜寻
顶级品质的鸽子，这促使他来到登特海
姆的盖比凡德纳比鸽舍，盖比是当时最
伟大的冠军赛手，而且为人非常和善。

  伯特见证了盖比的成绩，他知道盖
比鸽系可能是比利时最优秀的中长距
离鸽系，特别是在高水平比赛中更是如

此。他首次拜访盖比和克里丝汀娜，受到热情的接待，他
为盖比鸽子的魅力所深深折服，一羽鸽子拥有完美的羽毛
和良好的定向能力，真得不同。伯特订购了一轮赛鸽作育
的鸽蛋，这些赛鸽出自豪瑟（Huise）的Polfliet的鸽舍。然
后这些鸽蛋被带到安东叔叔及自己鸽舍。伯特和他叔叔让
他们全部参赛进行测试，结果非常成功：他们入赏了省赛
前名次，这样的成绩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是全新
的开端，一段新的友谊就此诞生。 

  90年代，在与盖比.凡德纳比熟识后不久，伯特
便期望能够重返赛鸽运动，他决定与来自沃尔特赫姆
（Wortegem）的派翠克.霍夫林（Patrick Houfflijn）合

作，这是一位技术高超的鸽友。伯特对盖比.凡德纳比的
幼鸽投资，还有对1995年利蒙治全国赛冠军“龙克”（De 
Ronker）和1995年布瑞福全国赛冠军“灰费德尔”(Blauwe 
Fideel)子代的引进也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策略。BE96-
3314584 “灰费德尔直子”绝对值得一提，他创造了赛鸽的
历史。

  伯特.凡登伯格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鸽友，他坚持对盖
比原舍鸽进行严格的汰选。多数鸽友引进这些宝贵的盖比
原舍鸽后都会将他们马上放进种鸽
舍，但是伯特则首先让他们上笼参
赛。因此著名的“灰费德尔直子”在
进入种鸽舍展现育种天赋之前，已经
是一羽成功的赛鸽，如今“灰费德尔
直子”已成为凡德纳比最优秀的种鸽
之一。

  伯特.范登伯格不断从登特海姆整
轮引进鸽蛋，因为这些鸽子帮助安东
叔叔和搭档派翠克.霍夫林取得了成
功。“盖比非常诚实”，伯特说，“
他已经帮助了很多鸽友，每位引进他
的鸽子的鸽友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这确实非常特别。事实上我们从开始便相处地很好，这非
常重要，我对盖比.凡德纳比和他的鸽子非常信任，这是我
养鸽以来做的最佳决定。”

  伯特.范登伯格再次成为一位真正的鸽友。他知道哪里
能够找到优秀的鸽子，他已经证明他的直觉与极富天赋的
搭档结合之后便能够带来优异的成绩。2002年他与莱厄河

非凡的思
路铸就超
群的成就

我对盖
比.凡德纳

比和他的鸽
子非常信

任，这是我
养鸽以来做
的最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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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eren-Leie)的杰克.佛薛尔 (Jacques Verschuere)组成新的
合作关系，罗格凡登伯格公司也恰好坐落于此。杰克已经
证明是一位优秀的赛手，他获得了包括蒙托邦全国季军、
波治全省冠军和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在内的众多顶级
成绩。伯特为新的佛薛尔-范登伯格联合鸽舍提供顶级品质
赛鸽支援。

  很快伯特便将著名的凡德纳比赛鸽带到杰克.佛薛尔鸽
舍，杰克自己的先锋鸽系作为补充。他们很快便证明是一

对非常成功的搭档：佛薛尔-范登伯
格联合鸽舍赢得了安古拉姆全省冠
军和查特路联省冠军，在2006年他
们还曾几乎赢得全国赛冠军，对于
任何鸽友来说都是难忘的经历，这
都是因为KBDB严格的规则，这也
让伯特至今耿耿于怀。他仍然认为
他的鸽子取得了2006年利蒙治最高
分速应该获奖，作为鸽主他同样应
该获奖。幸运的是，他们取得的其
他胜利为此做了最好的补偿。2013
年伯特成为明星赛手之一，他收获

了2项全国大区冠军，还有很多全国顶级成绩。他的搭档杰
克.佛薛尔同样出色，在一周内先后赢得拉索特年全国一岁
鸽冠军（20773羽最高分速）和布瑞福全国8337羽冠军。他
的基础鸽便是佛薛尔-凡登伯格联合鸽舍全省冠军的后代。

  伯特与霍夫林和佛薛尔的合作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但
是他知道作为一名鸽友的最终目标是自己掌控一支杰出鸽
系。15年的合作参赛生涯在2011年结束，他自己在沃尔特
赫姆-佩特赫姆(Wortegem-Petegem)的花园中建了一座现代

化而且装备精良的鸽舍，我们可能称之为赛鸽豪宅。

  伯特想让他的鸽舍中全部为最
优秀的鸽子所占据，因此他再次来
到深受信任的盖比.凡德纳比的家
中，2011年他先后从盖比.凡德纳
比和马克.波林那里引进了整轮幼
鸽。这些幼鸽都来自伟大冠军赛
手的最佳鸽。他还通过PIPA引进
了一些来自吉尔特.范兰特翰(Geert 
Vanrenterghem)、瑞克.库尔斯（著
名的“皮波号”）、霍夫林父子、
倚天.迪沃斯和帝卢速霸龙的顶级
鸽。

  取得佳绩的重要一步便是寻
找一位出色的鸽舍经理，伯特作
为罗格凡登伯格公司经常的CEO需要经常出国旅行，因
此找到可以信赖的团队帮助非常重要。伯特注意到在雷

凡德纳比鸽
系再次得到
运用，成为
再次取得胜
利的关键

经过15年的
合作参赛之
后，伯特.凡
登伯格终于
实现了自己

的目标：独自
掌控一支顶
级鸽系参赛

2013年一岁鸽和2岁鸽入赏成绩
波尔多/阿让全国5507羽冠军
利蒙治全国大区5742羽成鸽组冠军、亚军
莱邦纳全国6658羽成鸽组亚军
利蒙治全国14271羽成鸽组4位、8位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组3342羽冠军-14位-37位-56位
波提尔全国13135羽一岁鸽组季军、45位
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组鸽王亚军
KBDB全国中长距离成鸽组鸽王12位



伯特.凡登伯格与他的女儿爱丽丝，及鸽舍经理威姆.德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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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姆（Rekkem）俱乐部大部分的鸽友都让同一个人给他
们上笼。这个人的工作非常出色，伯特知道这就是他要
找的人。他就是维姆.德维特（Wim Dewitte），著名赛鸽
家倚天.德维特（Etienne De Witte）的儿子，他妻子维奇
（Vicky）也非常愿意为伯特.凡登伯格上笼。在他结束罗格
凡登伯格公司白天的工作之后，维姆从下午4点开始照顾鸽
子。尤利.范伦克赫姆（Jurie Vanryckeghem）则在上午管理
鸽子。他从2012年开始养鸽，如今在伯特.凡登伯格的帮助
之下已经做得非常出色。

  伯特.凡登伯格在鸽舍就像他的商业活动一样，主要做
出重要的决策，指出方向并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调整，这已
经立刻取得成效。他的幼鸽在2011年便表现出极强的竞争
力，2012年一岁鸽3次进入全国赛前10位。2013年伯特更是
在全国赛取得丰收，取得了包括2项大区赛冠军和3项大区
赛亚军在内的众多佳绩。他在阿让全国赛的夺魁也成为本
赛季的亮点。

  伯特.凡登伯格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一切都始自
6岁时获得的那座最年轻独立会员奖杯，如今他已经成为
比利时明星赛手之一。他拥有良好的鸽舍和优秀的团队，
但首先他拥有一支杰出鸽系。我们从来不会看到一位鸽友
在如此短的时间中登上巅峰。伯特在很年轻的时候便成为
一位伟大的鸽友，现在即便全国和国际赛场的最顶级的鸽
友都会同意伯特.凡登伯格早已跻身最优秀赛手的行列的事
实！



神奇盖比.凡德纳比典藏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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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阿让/波尔多全国冠军

Fyther 费舍尔
BE11-4291405
2013年阿让/波尔多全国成鸽组5,507羽冠军
2012年拿邦全国一岁鸽组6,933羽50位、
 国际一岁鸽组16,098羽54位

 BE99-3199708
 海王星

BE09-3095224
戈利亚 - 海王星直子

 BE07-4361085
 冠军号直女 - 克利斯.赫博瑞原舍
 2005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BE05-2452098
 白腹号孙子 - 娇小号回血

BE07-3199994
桑德琳妮 - 白腹号回血

 BE06-3204709
 梦想女 - 白腹号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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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12位

Miche National
米歇尔全国号 BE11-4291403
2013年波治全国A2大区成鸽组3,489羽6位、
 全国成鸽组19,655羽92位
2013年波提尔全国A2大区成鸽组3,120羽14位、
 全国成鸽组13,813羽34位
2012年蒙吕松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7,828羽15位、
 全国一岁鸽组22,875羽245位
2012年利蒙治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7,419羽24位、
 全国一岁鸽组17,735羽72位
2013年拉索特年I全国A2大区成鸽组1,974羽24位、
 全国成鸽组9,548羽56位
2012年查特路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6,962羽35位

 BE04-1038778
 娇小号回血

BE06-1267005
帝图斯 - 白腹号回血

 BE00-3280234
 白腹号直女

 BE03-6226043 - 亚精顿号
 亚精顿全国冠军 - 英格斯兄弟原舍

BE08-6245034
小芙蓉 - 英格斯兄弟原舍

 BE02-6121605
 小玛莉半姐妹 - 英格斯兄弟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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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全国
号”，是以伯

特的女儿“米歇
尔”来取名字

的。她们对鸽子
非常着迷，就像
伯特小时候一样

同窝姐妹

Photo Maarten Deboe

Nestsister Miche National
米歇尔全国号同窝姐妹
BE11-429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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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Gloria
葛萝莉娅 BE11-4291462
2013年利蒙治全国A大区成鸽组5,742羽冠军、
 全国成鸽组14,271羽4位
2013年卡奥尔全国A大区成鸽组2,801羽10位、
 全国成鸽组8,570羽160位
2012年阿让/波尔多国际赛雌鸽组2,869羽11位、
 全国一岁鸽组5,480羽32位
 国际一岁鸽组10,620羽39位
2012年查特路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6,962羽51位、
 全国一岁鸽组15,902羽53位
2013年苏雅克全国A大区成鸽组2,435羽59位、
 全国成鸽组5,282羽72位
2012年拿邦国际赛雌鸽组5,098羽72位、

 BE94-3237367
 皮波白腹号 - 白腹号直子

BE05-3006583
皇家灰 - 白腹号孙子

 BE99-4393724 - 帕特茜
 “利蒙治号” &顶级种公 “福雷迪” 之孙女

 BE98-3158062
 闪电号 - 基础种公

BE04-3069721
莫娜 - 闪电号直女

 BE99-3103770
 芙莉达 - 超级种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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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迪”紧随其曾祖父“白
腹号”与父亲“闪电号”
之后，成为盖比.凡德纳比
鸽舍新一代顶级种公。

最佳鲁迪血系鸽

Super Romeo
超级罗密欧
BE12-3088052
盖比.凡德纳比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鸽王冠军

Rudy
鲁迪
BE06-3008003
盖比.凡德纳比超级种公

直子

Foto Dominique Velghe

Foto Dominique Vel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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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鲁迪血系鸽

Sapir Bliksem
萨菲闪电号 BE11-4291435
2012年蒙吕松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7,828羽8位、
 全国一岁鸽组22,875羽180位
2011年波治全国A大区幼鸽组9,480羽38位、
 全国幼鸽组31,719羽61位
2012年莱邦纳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2,826羽72位、
 全国一岁鸽组7,957羽226位
2012年查特路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6,962羽151位、
 全国一岁鸽组15,902羽168位

Tulle Bliksem
图勒闪电号 BE12-3088243
2013年图勒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2,209羽26位、
 全国一岁鸽组6,972羽118位
2013年苏雅克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1,588羽80位、
 全国一岁鸽组3,641羽98位
2013年波提尔全国A2大区一岁鸽组3,342羽148位、
 全国一岁鸽组13,135羽497位
2013年奥尔良联省一岁鸽组3,790羽157位

  碧安卡 鲁迪   闪电号外孙女 BE06-3008003  BE09-3095238

  莎娜 鲁迪   闪电号孙女 BE06-3008003  BE08-319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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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鲁迪血系鸽

Condor Bliksem
神鹰闪电号 BE11-4291448
2013年蒙托邦全国A大区成鸽组2,687羽52位、
 全国成鸽组6,772羽97位
2013年布瑞福全国A大区成鸽组3,279羽99位、
 全国成鸽组8,331羽126位
2013年图勒全国A大区成鸽组2,572羽161位、
 全国成鸽组7,350羽601位
2012年蒙吕松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7,828羽234位

Rudette
鲁迪特 BE12-3088246
2012年亚精顿全国A大区幼鸽组10,695羽154位、
 全国幼鸽组25,949羽200位
2012年盖雷全国A大区幼鸽组7,174羽350位、
 全国幼鸽组16,988羽923位
2012年蒙特利查联省幼鸽组2,178羽49位

  金姆 鲁迪   超级种母 BE06-3008003  BE05-3006558

  桑德琳妮 - 费舍尔   鲁迪 之母 - 费舍尔: 2013年   BE06-3008003 阿让/波尔多全国冠军   BE07-319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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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鲁迪血系鸽

同窝兄弟

Bliksem Speed
闪电速度号 BE12-3088265
2013年波提尔全国A2大区一岁鸽组3,342羽120位、
 全国一岁鸽组13,135羽399位
2012年杜尔斯联省幼鸽组1,252羽45位
2012年杜尔斯联省幼鸽组2,874羽122位
中短距离赛事名次：1.-3.-10.-12.-13.-15.-16位等等

Speedy Bliksem
飞速闪电号 BE12-3088266
中短距离赛事名次：8. -8.-16.-21.-34位等等

  齐亚娜 鲁迪   闪电号外孙女 BE06-3008003  BE09-309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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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鲁迪血系鸽

Zorro Bliksem
佐罗闪电号 BE12-3088242
2013年波提尔全国A2大区一岁鸽组3,342羽37位、
 全国一岁鸽组13,135羽103位
中短距离赛事名次：5.-11.-14.-22位

Mighty Bliksem
万能闪电号 BE11-4291444

 鲁迪 娜欧蜜
 BE06-3008003 BE07-3153257

 鲁迪 蕾娜特
 BE06-3008003 BE09-364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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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Falcao
法尔考 BE12-3088255
2013年波提尔全国A2大区一岁鸽组3,342羽冠军、
 全国一岁鸽组13,135羽季军
2013年安吉维尔一岁鸽组100羽冠军

全国季军

 BE97-3229754
 诺尔号 (顶级种公)

BE03-3003445
法可

 BE99-3023909
 玛蒂尔德

 BE02-3255937 - 蓝波II号
 闪电号直子

BE09-3095085 - 史黛妃
闪电号直孙女

 BE02-3003668
 马怒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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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Champ Falco
冠军法可号 BE11-4291479
2013年莱邦纳全国成鸽组6658羽亚军
2012年波治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5,193羽35位、
 全国一岁鸽组16,859羽54位
2012年图勒全国A大区3,473羽72位、
 全国一岁鸽组10,251羽86位

全国亚军

 BE97-3229754
 诺尔号 (顶级种公)

BE03-3003445
法可

 BE99-3023909
 玛蒂尔德

 BE01-4094638 - 冠军号
 2005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BE09-4331591
柯丽茜

 BE07-4081998
 朱庇特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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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As Gaby
鸽王盖比 BE11-4291408
200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铁汉鸽王” 之直子
 
2012年莱邦纳全国一岁鸽组7,957羽季军

全国季军

 BE97-4424333
 年轻铁汉

BE01-4424769 - 铁汉鸽王
200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BE96-4579638
 白头号直女

 BE02-6503571 - 迪克号
 所向无敌孙代

BE05-2076701
玛蒂娜

 BE01-6382308
 缪斯号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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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Limoges Emperor
利蒙治皇帝 BE11-4291455
2013年利蒙治全国A大区成鸽组5,742羽亚军、
 全国成鸽组14,271羽8位
2012年图勒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3,473羽101位、
 全国一岁鸽组10,251羽129位
2012年蒙吕松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7,828羽162位

全国8位

 BE02-3003538
 萨尔

BE07-3008349
凯撒

 BE01-3031030
 贝蒂

 BE02-4333308 - 好手308号
 阿布瑞契原舍 - 出自马赛号x 小飞飞

BE06-3008234
席琳

 BE02-3185273 - 黛格玛
 波治全国冠军之同窝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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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Mister Gaby
盖比先生 BE11-4291454
2012年亚精顿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8,476羽50位、
 全国一岁鸽组15,902羽51位
2013年图勒全国A大区成鸽组2,572羽45位、
 全国成鸽组7,350羽246位
2012年亚精顿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8,476羽173位、
 全国一岁鸽组22,384羽433位
2013年卡奥尔全国A大区成鸽组2,801羽109位、
 全国成鸽组8,570羽679位
2013年莱邦纳全国A大区成鸽组2,498羽164位、
 全国成鸽组6,658羽197位

Miss Gaby
盖比小姐 BE11-4291453
2011年布洛瓦联省幼鸽组3,090羽冠军
2011年奥尔良幼鸽组998羽冠军

6次入赏全国大区前200位

同窝

 神奇先生  露娜 BE07-3199999  BE07-3034354 白腹号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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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Playgirl Wittenbuik
白腹花花女孩 BE12-3088105
2013年波提尔全国A2大区一岁鸽组3,342羽14位、
 全国一岁鸽组13,135羽45位
2013年波治全国A2大区一岁鸽组2,377羽67位、
 全国一岁鸽组13,588羽511位
2013年拉索特年全国A2大区一岁鸽组2,146羽122位、
 全国一岁鸽组11,236羽344位
2012年拉索特年全国A大区幼鸽组7,450羽367位

Emillia
伊米莉娅 BE11-4291476
2013年波治全国A2大区成鸽组3,489羽47位、
 全国成鸽组19,655羽420位
2012年亚精顿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8,476羽398位
2012年安吉维尔一岁鸽组373羽季军

  白条佐罗 白腹花花公子  BE07-3153014 BE00-3076246  全省大中距离鸽 白腹号直子  王冠军全姐妹

 伊米  超级玛莉娅 BE05-3006501  BE08-2021042 闪电号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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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Son Mr. Bergerac
4次入赏全国大区前百位
贝吉拉克先生直子 BE11-4291424
2013年卡奥尔全国A大区成鸽组2,801羽37位、
 全国成鸽组8,570羽355位
2012年利蒙治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7,419羽39位、
 全国一岁鸽组17,735羽102位
2013年查特路全国A2大区成鸽组4,390羽50位、
 全国22,254羽434位
2012年查特路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6,962羽98位、
 全国一岁鸽组15,902羽109位
2012年波治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5,193羽215位、
 全国一岁鸽组16,859羽399位

Ronaldo Wittenbuik
罗纳尔多白腹号 BE11-4291442
2012年亚精顿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8,476羽16位、
 全国一岁鸽组22,384羽49位
2012年利蒙治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7,419羽83位、
 全国一岁鸽组17,735羽188位
2012年蒙吕松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7,828羽120位
2012年波治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5,193羽288位
2012年图勒全国一岁鸽组10,251羽310位
2013年威尔森联省成鸽组6,420羽129位

 贝吉拉克先生  安妮咪 FR04-34311  BE06-3002675 2006年全国长距  诺尔号直女 离鸽王冠军

 罗纳尔多 莉琪
 BE05-3006631 BE09-4280757
 白腹号直孙 盖雷全国冠军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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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Rambieke
瑞姆小碧 BE12-3088283
2012年盖雷全国A 大区幼鸽组7,174羽18位
 全国幼鸽组16,988羽107位
2012年拉索特年全国A大区幼鸽组7,450羽104位
2012年布洛瓦联省幼鸽组5,645羽157位
2013年安吉维尔一岁鸽组107羽冠军
2012年安吉维尔幼鸽组273羽亚军
2013年安吉维尔成鸽组109羽季军

Fred Bliksem
弗雷德闪电号 BE11-4291445
2013年蒙托邦全国A大区成鸽组2,687羽54位
 全国成鸽组6,772羽99位
2012年蒙吕松全国一岁鸽组7,828羽166位
2012年图勒全国A大区 一岁鸽组3,473羽202位
 全国成鸽组一岁鸽组10,251羽267位
2013年利蒙治全国A大区成鸽组5,742羽228位
 全国14,271 成鸽组14,271羽436位
2013年威尔森联省成鸽组6,420羽143位

全兄

 超级罗密欧  小玛莉直女 BE10-3047217  BE09-3040149 “闪电号” 双重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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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Miss Ballon
5x全国大区前150强
气球小姐 BE11-4291464
2012年蒙吕松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7,828羽24位
 全国一岁鸽组22,875羽310位
2013年亚精顿全国A2大区成鸽组3,455羽54位
2012年 查特路全国A大区 一岁鸽组6,962羽64位
 全国一岁鸽组15,902羽67位
2013年波治全国A2大区成鸽组3,489羽132位
2013年波提尔全国A2大区 成鸽组3,122羽127位
 全国13,813 成鸽组13,813羽381位

Bond Bliksem
2x全国大区前60强 
庞德闪电号 BE12-3088289
2013年图勒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2,209羽50位
 全国一岁鸽组6,972羽221位
2013年波提尔全国A2大区 一岁鸽组3,342羽56位
 全国一岁鸽组13,153羽159位

 灰气球号  露西娅 BE10-2024096  BE10-3015866 “闪电号” 孙代

 帅哥庞德  贝丝 BE09-3180382  BE07-3199957 “詹姆斯庞德” 直子  Daughter 1st Nat. Brive “闪电号” 直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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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Jason Blue
灰杰生 BE11-4291414
2012年波治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5,193羽165位
 全国一岁鸽组16,859羽270位
2012年图勒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3,473羽199位
 全国一岁鸽组10,251羽264位
2012年查特路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6,962羽327位
 全国 一岁鸽组15,902羽403位
安吉维尔5,-6,-7位等等

Captain Bliksem
长官闪电号 BE11-4291430
2013年安吉维尔成鸽组 127羽冠军
2012年拿邦全国一岁鸽组6,933羽276位
 国际16,098 一岁鸽组16,098羽342位

 杰生  多萝莉 BE05-3006503  FR07-510871 “闪电号” 直子

 灰长官 汤妮娅
 BE05-3006555 BE07-3199953
 “闪电号” 直子 “闪电号” 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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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盖比.凡德纳比原舍超级赛将
Granddaughter Bliksem  
闪电号孙女 BE11-4291451
2011年布洛瓦幼鸽组426羽15位
2011年波治全国A大区幼鸽组9,480羽186位、
 全国幼鸽组31,719羽322位

Grandson Wittenbuik
白腹号直孙 BE11-4291402
2013年查特路全国A2大区成鸽组4,390羽133位
2012年利蒙治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211位、
 全国一岁鸽组17,735羽452位
中短距离赛事名次：5.-6.-8.-12位等等

Julia Wittenbuik
茱莉娅白腹号 BE11-4291471 
2012年查特路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6,962羽329位、
 全国一岁鸽组15,902羽405位
中短距离赛事名次：4.-6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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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克.库尔斯原舍超级种鸽

“维克多孙女” 作出子代荣获：
查特路全省冠军
查特路全省5位
拉查特全省9位
2011年中距离全省一岁鸽鸽王8位

Pipo
皮伯 BE09-3040107
瑞克.库尔斯原舍

Granddaughter Victor
维克多孙女 BE08-4222730
瑞克.库尔斯原舍

“皮伯” 作出子代荣获：
2011年中距离全省一岁鸽鸽王冠军
2011年大中距离全省一岁鸽鸽王6位
2011年中距离全省一岁鸽鸽王6位
亚精顿全省冠军
杜尔斯全省5位
查特路全省6位
波治全省7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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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迪沃斯原舍的杰出赛将

Son Stijn
斯汀直子 BE12-4241125
出自“斯汀”(顶尖种公，是2012年KBDB超长
距离全国鸽王冠军“白羽利万多”的全兄弟) 
x“史坦尼克直女”(“史坦尼克”获利蒙治全
国冠军)
 
2012年莱邦纳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2,243羽22位
 全国一岁鸽组6,134 羽2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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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迪沃斯原舍的杰出赛将
Halfbrother Witpen Rivaldo
“白羽利万多半兄弟” (2012年KBDB超长距
离全国鸽王冠军 “白羽利万多” 的半兄弟)
BE12-4241132
 
2012年莱邦纳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2,243羽61位
 全国一岁鸽组6,134羽76位

Daughter Cancellara
坎切拉拉直女
(“坎切拉拉” 荣获3次全省冠军)
BE12-4241101
 
2013年亚精顿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4,800羽49位
2013年波治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2,377羽211位
在短距离及中距离赛事中获2,-5 位等…



38

更多赛将
Fideel 25
费德尔25号
(“灰费德尔” 孙代，“灰费德尔” 是 “利蒙治
号” 孙代，荣获1995年布瑞福全国冠军)
BE12-4241031
霍夫林父子原舍
 
2013年莱邦纳全国A大区一岁鸽组2,243羽18位
 全国一岁鸽组6,134羽24位

Son of Markus
马库斯直子
(“马库斯” 荣获2005年KBDB
长距离全国鸽王6位)
BE11-3050114
马克.波林原舍
 
2012年拿全国邦一岁鸽组6,933羽77位
 国际 一岁鸽组16,098羽8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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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盖比.凡德纳比
鸽的卓越赛绩节选
在2013年，盖比.凡德纳比血系鸽在比利时国家赛中赢得不
下13个冠军头衔 ：
 

波治I 全国冠军 德克.摩恩 作翔
利蒙治全国冠军 尼古拉.巴斯考特 作翔
波提尔全国冠军 米斯彼勒父子 作翔
盖雷全国冠军 弗兰基·阿普曼 作翔
阿让全国成鸽组冠军 伯特.凡登伯格 作翔
阿让全国一岁鸽组冠军 乔尔.佛斯豪特 作翔
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杰克.佛薛尔 作翔
布瑞福全国冠军 杰克.佛薛尔 作翔
布瑞福全国冠军 乔尔.佛斯豪特 作翔
波治II 全国冠军 托尼.利文斯 作翔
图勒全国冠军 伊万.凡佛伦 作翔
亚精顿 全国冠军 马提亚斯.库勒 作翔
伊苏丹全国冠军 亚伯特.德瓦 作翔
 
2013年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的精彩表现 ：
  
2013年KBDB长距离全国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盖比.凡德纳比作翔)
2013年KBDB长距离全国一岁鸽组鸽王亚军
 (伯特.凡登伯格作翔)



图片拍摄： pigeonphotography.nl



比利时总部地址：
PIPA Trading BVBA
Eentveldstraat 18
9910 Knesselare
BELGIUM (比利时)
电话: 010-84053550  
(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 
15:00-23:00) 中文服务
传真: +32 (0) 9 236 60 32

中文客服电话:
(中囯) 139 1041 6479
(台灣) 0919 947 612
电子信箱: china@pipa.be

PIPA中国经销商: 项骥翔
电子邮件: green@pipa.be
手机: 13316809999
QQ: 182233777
MSN: xiangjixiang@hot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