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花"
 (Goed Grijs) VENUS BE15-6106415  

上线: 2019年11月4日
结拍: 2019年11月17日

总共获得7项冠军
NPO拉昂6371羽冠军
杜尔夫5821羽冠军，领先2分钟
赫斯登2775羽冠军
拉昂1052羽冠军

P I P A 隆 重 推 出

   全 部 成 年 赛 鸽 拍 卖

雷德曼兄弟(Gebr. Leideman)

 荷 兰 最 优 秀 的 全 能 鸽 舍



亲爱的鸽友们，

PIPA和雷德曼兄弟很自豪地为您呈献这本拍卖手册：2019年雷德曼兄弟全部成
年赛鸽战队拍卖 。

我们在这本手册中介绍了最重要的种鸽和最佳赛鸽。所有完成2019赛季的成鸽都
将在拍卖会上线…没有例外。我们选取了最重要的种鸽在手册介绍，向您展示这
些血系的实力，还有雷德曼赛鸽的3支基础血系。为了完美地交代所有拍卖鸽的背
景，他们的父母、最优秀兄弟和姐妹也会在本手册出现。

为了您阅读更加清晰，所有2019年参赛鸽都以特别的记号进行标识，也就表明他
们将在11月4日至11月17日的拍卖会上线出售。

此致，

托马斯.吉塞布赖特
(Thomas Gyselbrecht）

PIPA首席销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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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鸽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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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2019年成年赛鸽拍卖
-   众多万羽以上比赛冠军鸽

-   基础血统1：出自基础种鸽“银色梦想”的冠军鸽

-   基础血统2：出自沃夫冈.路伯血系的顶级明星鸽

-   基础血统3：超级“好花”血系拍卖

-   3支基础血统组成了荷兰最佳全能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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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赛鸽的热爱…这是伯特和安德烈
谈到赛鸽运动时几乎一直提到的词
句。如同很多其他鸽友那样，对赛
鸽从遥远距离高速归巢能力的强烈
兴趣，吸引他们 的兴趣 在11和12
岁时从观赏鸽转变为赛鸽，因为赛
鸽更快，而且不容易被猛禽所捕
获。很明显他们的多位家族成员也
都在养鸽，于是他们十几岁便拥有
了迈入赛场的基础种鸽。1981年他
们首次正式完成比赛，伯特和安德
烈以13羽幼鸽成为约50位成员的俱
乐部冠军，第2年他们获得鸽王冠
军，辉煌的赛鸽生涯正式开始。

雷德曼兄弟决心为了取得成功赛鸽
生涯而付出一切，这也是他们与赛
鸽运动历史上所有伟大鸽友的共同
之处。

兄弟两人努力学习，好成绩不断到
来。安德烈记得他们曾包揽13960
羽比赛前6位成绩，后来还获得
NPO赛、全省最佳和全国鸽王桂
冠。这是赛鸽生涯从起步走向世界
鸽坛顶级地位的象征。他们全心地
享受着作为鸽友的日常生活：给赛
鸽洗澡、每天打理赛鸽、组织训放
和等鸽。这就是这项运动的内容：

享受自己。而超凡的天赋确实能够
带来不同，如同足球那样。首先伯
特是一位杰出的鸽舍经理，安德烈
知道如何管理一支成功战队。他们
两个都是天赋教练，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才能，他们一起打造的战队在
荷兰鸽坛占据领先地位超过30年。  

以赢得大羽数比赛而闻名
上世纪90年代，伯特和安德烈.雷
德曼成为荷兰东北部地区领先鸽友
之一。特别是他们的赛鸽能够轻松
赢得几千羽比赛冠军，令别人羡
慕不已。基础配对 “顶好”(Tip 
Top) X“新西兰女孩”(Zeeuws 
Meisje)的优秀基因成为雷德曼鸽系
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对配对的很多
后代都在1995至2005年间取得了
神奇的表现，部分最佳成绩包括：

斯特勒比-蒂厄 14,967 羽冠军
('11号雌/Elfje')
圣吉兰 H. 13,574 羽冠军
('11号雌')
尼尔尼斯 14,039 羽冠军
('热血先生/Mr. Hot Blood')
博斯托11,887 羽冠军
(冰火两重天 '/IJsbrand')
阿拉斯8,314 羽冠军
(苏珊 '/Susan')
博斯托 2,912 羽冠军
('苏珊‘')
阿拉斯 7,781 羽冠军
('妮可拉/Niekla')

博斯托5,465 羽冠军
('百事/Pepsie')
马斯克 4,576 羽冠军
('百事')
奇梅 3,014 羽冠军
('百事')
1999年WHZB全国鸽王7位 
('米卡/Mika')
2009年NPO全国中距离鸽王8位 
('雷特罗/Retro')
波玛罗 3,078 羽冠军
('雷特罗')
2009年NPO全国中距离鸽王9位 
('斯比特/Spit')
史栋贝克 1,650 羽冠军
('斯比特')

他们的鸽系构建在不断寻找超级
鸽的基础之上。80年代末他们找
到纽文代克（Nieuwendijk）的
H&O，引进了奥林匹克代表鸽“凡
戴姆”（Van Damme），“凡戴
姆”全部入赏成绩都是作为一岁鸽
取得的，还获得全国鸽王冠军；这
羽顶级鸽的很多兄弟和姐妹都成为
雷德曼种鸽舍的重要基础。1991
年林森-詹森鸽也被从Tovada引进
来，与托尼.范达姆（Tonnie van 
Dam）混血。这些优秀血系都是
雷德曼基础种鸽“顶好”的血统基
础，他的配对鸽“新西兰女孩”以
鸽蛋形式引自冠军鸽友柯恩.明德
豪，出自盖比.凡德纳比最佳血系。 

对于安德烈和伯特.雷德曼来说，享受赛鸽运动一直都是他们养鸽的
首要动机。他们从很早便开始合作，这样的默契也是鸽界少见。众
多冠军成绩不断到来，他们在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寻找优秀赛鸽的
努力也从未停止，他们还在继续追求着成为当今荷兰最优秀全能鸽
舍的梦想。

两兄弟；同梦想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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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曼当今鸽系围绕3支血系打造，
这3支血系组成了全部赛鸽战队的
90%。

第1支-“银色梦想”
基础种雌“银色梦想”是斯特勒曼
原舍，奥格斯特.沃特斯的KBDB全
国鸽王冠军“灰梦想”的直女。她
的半姐妹“黄金梦想”（也是“灰
梦想”直女）也作育了顶级赛鸽。
自从她们2011年进入种鸽舍后，
作育的多代后代都不断取得佳绩。
他们具备可以飞行10小时的能力，
而“灰梦想”是真正的速度赛鸽，
取得10项魁夫兰赛冠军。 

第2支： “马格努斯” x 
"顶尖5号全姐妹"
 “马格努斯” x “顶尖5号全姐
妹”是真正的超级配对。 “顶尖5
号全姐妹”是2013年百万美元大
赛决赛9位的全姐妹。"马格努斯”
是德国顶级鸽友沃夫冈.路伯的原

舍鸽。安德烈：“上世纪90年我
从H&O引援，因为我们知道他拥
有西欧最优秀的鸽子。“凡戴姆”
参加了乌德勒支奥林匹克大会。我
们在那里发现了一羽比“凡戴姆”
更好的鸽子，这就是沃夫冈.路伯
的“321”，他也获得奥林匹克头
衔。这羽“321”在奥林匹克大会
后第2年获得3项冠军。我们随即
转向沃夫冈引进，结果我们也得到
了回报，路伯原舍鸽“马格努斯”
、“安塔尔”和“托尔斯滕”都在
我们的最佳种鸽行列。

 安德烈和伯特.雷德曼现在拥有一 
 支能够稳居前列的赛鸽战队

第3支：“好花”
种鸽舍第3支血系，也是最重要的
品质提升引援，她就是获得7项冠
军的“好花”（范登布兰德原舍）
及其血系。“我们唯一的6档全速
战将，”伯特说道。“她赢得众多
比赛，这样的领先和统治比赛的能
力，我们此前从没有见过。尽管我
们在其最佳状态时便将其转入种鸽
舍，我们知道这些杰出能力对于未
来后代鸽更是具备难以置信的价
值。”

事实也确实如此…仅有的3羽参赛
子代都成为大羽数比赛冠军。2019
年“好花”的一羽孙代也在著名的

赛鸽运动还未被发现的钻石 
2011年雷德曼最优秀的20羽赛鸽
在PIPA被出售，原因是当时由于
政府决定，兄弟二人需要搬家。雷
德曼家族的房子和鸽舍所在地要被
用作其他用途。“顶好”X“新西
兰女孩”为基础血统的所有大羽数
和众多冠军都被出售，例如“11号
雌”、 “百事”、“苏珊”、“
妮可拉”…还有顶级冠军鸽包括
NPO苏尔丹13426羽冠军“罗蜜”
（Romée）和NPO阿拉斯10735
羽冠军“费尔南多”（Fernando）
，领先亚军达到5分钟。通常情况下
这对兄弟肯定不会出售这些鸽子，
然而来自政府的压力迫使他们做出
决定。但是拍卖会过后不久，政府
却决定暂缓项目进程，这让他们更
加生气。顶级赛鸽悉数被卖，这样
的举动违背了他们的一贯原则，不
靠谱的第3方最应该受到谴责。 

也就在此时安德烈.雷德曼越来越
多地发展自己对顶级天赋鸽的发掘

能力。“我们保留了基础种鸽，但
是这也是向全国顶级水平迈出重要
一步的正确时刻。周末我都在比利
时、德国和荷兰找寻赛鸽运动中还
没被发现的钻石，希望能够领先别
人一步。不论这些赛鸽是否具备商
业兴趣，只有品质最重要。整个过
程中我上手了很多优秀的鸽子，但
只有少数能够具备将我们的鸽系提
升到全新水平的素质。” 他们很早便开始参与赛鸽运动

 安德烈、伯特与部分奖杯

众多NPO冠军

1999年NPO 奥尔良 615 公里 
10,090 羽冠军“强者”（De Sterke） 
2004年NPO 苏尔丹 504 公里 
13,426 羽冠军 “罗蜜”
2010年NPO 阿拉斯 366 公里 
10,735 羽冠军“费尔南多”
2012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综合鸽王亚军 
“玛吉少女”（Maggie Maiden）
2013年NPO 波马罗 309 公里 
6,885 羽冠军“罗伯托”
2013年NPO 奥尔良 615 公里 
4,533 羽冠军“珊德拉” (Allessandra） 
2015年NPO 雷米斯 412 公里 
4,913 羽冠军 “梭罗”（Solo） 
2016年NPO 南图 467 公里 
3,924 羽冠军 “维多利亚”(Vitória） 
2016年NPO 摩林科 417 公里 
4,634 羽冠军 “玛格丽特”(Margrit）
2017年NPO 拉昂 396 公里 
6,371 羽冠军 “好花” (Goed Grijs）
2017年NPO 吉恩 611 公里 
4,911 羽冠军和7,768 羽最高分速  
"杰特"（Jet）
2018年NPO 沙隆 433 公里 
2,315 羽冠军 “西格里德直子”
(Son Sigrid) 
2019年NPO 特洛伊 509 公里 
3,783 羽冠军“斯塔琳” (Starling） 
2019年NPO 沙隆 433 公里 
3,892 羽冠军 “莎琳”(Char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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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亚卡普家族跻身最佳行列。他仅
参赛4场后，便取得全省10065羽
5位（落后4羽同鸽舍赛鸽）、全省
6892羽6位、半省6091羽6位（落
后5羽同鸽舍赛鸽）和半省3325羽
27位，这支顶级血系具备超凡的育
种能力。

3支基础血系-“银色梦想”... 
沃夫冈.路伯血系...和“好花”血系
组成了荷兰最优秀的全能鸽系。目
前几乎所有最佳赛鸽都融入了这些
血系并且表现优异。以清晰思路
构建的鸽系组成了独一无二的雷
德曼品牌：“荷兰设计”(Dutch 
Design)！

杰拉德.考夫曼： “两兄弟合作
非常默契，安德烈对细节的洞察
力很强，他总是具有能够发现杰
出血系的眼光。他会花费大量时
间来寻找，因为伯特能一直在家
精心照顾赛鸽和备战。20多年
间安德烈则一直在访问著名和不
太著名鸽舍，如果他看到了喜欢
的血系，就会毫不犹豫地引进过
来。这就是成功的关键：看到顶
级品质鸽从来不会退而求其次。
很明显两位鸽友对于世界级赛鸽
都非常渴求！他们从来不会以商
业的角度去引进，而是以心中对
未来成功的渴望为标准。这也是
他们能够拥有一支比对手更强的
赛鸽收藏的原因。“

兄弟两人对于自己取得的成绩非常
自豪，但是赛鸽和鸽友之间的联系
对于他们意味着很多。现在他们正

在为杰拉德.考夫曼工作，在那里他
们也秉持相同的态度。“杰拉德给
予我们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感受赛鸽
运动的空间，这样的感觉很棒。”

过去几年内雷德曼兄弟从来不会出
售他们最成功的鸽子。这样做需要
极大的勇气。他们的最佳赛鸽总是
被转入种鸽舍，因为他们具备成为
未来基础种鸽的潜力。伯特：“如
果你的目标是成为成功鸽友，你将
永远不会出售这些鸽子。”但是怀
着这样想法的鸽友在当今鸽坛也是
很少见的。例如巴斯.沃克也因此成
为非常成功的鸽友。你可以说这样
的坚持也换来了回报，安德烈和伯
特.雷德曼成为了他们同世代最优秀
的鸽友。

经过十年多的推迟和不确定，雷德
曼兄弟正在新址建造新家和鸽舍。
从2020年开始他们将开始在新地址
参赛。所有种鸽和多部分幼鸽都会
转入新址，取得辉煌成绩的2019
赛季赛鸽战队将在2019年11月在
PIPA上线出售。这是一个时代的结
束，但也是新时代的开始。 

"荷兰设计" 
雷德曼品牌

"银色梦想" - "好花" -路伯血系

 伯特和安德烈.雷德曼与赛鸽运动传
  奇杰拉德.考夫曼

  安德烈和伯特与PIPA首席销售官托马斯.  
  吉塞布赖特

 安德烈.雷德曼拜访沃夫冈.路伯

2013-2016年获得冠军

11,745 羽247 公里冠军  
11,474 羽 247 公里冠军-亚军-季军-4.
10,314 羽194 公里冠军-亚军-季军-4.
10,739 羽138 公里冠军-亚军  
6,885 羽309 公里冠军-4.-6.   
5,821 羽218 公里冠军-8.-9.-10.   
4,913 羽412 公里 冠军  
4,799 羽 309 公里冠军-4.  
4,663 羽381 公里冠军-季军   
4,634 羽417 公里 冠军  
4,533 羽615 公里冠军-亚军   
9,802 羽最高分速 615 公里 冠军-亚军    
3,924 羽467 公里 冠军  
1,916 羽356 公里冠军-亚军-季军-5.   
1,876 羽612 公里冠军   
1,451 羽381 公里冠军-亚军-4.-5.-6.-9.   
1,404 羽 313 公里冠军-亚军-6.  
1,292 羽381 公里冠军   
786 羽105 公里冠军   
729 羽156 公里冠军-6.  
510 羽 164 公里冠军-亚军-季军  
421 羽105 公里 冠军-亚军  
342 羽731 公里冠军-4.-5.-6.   
(23 次平均4,564 羽比赛冠军)



2017-2019年优秀成绩

拍卖信息

2017–2018-2019获得61项大赛冠军
(不包括俱乐部成绩，没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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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花血系
 = 银色梦想血系
 = 沃夫冈.路伯血系

本场拍卖会的顶级血系 将上线的拍卖鸽

2019-24项平均2482羽比赛冠军 

威尔特 161 公里 1,2,3,7,8,14,15 11,059 羽
伊斯内 265 公里 1,2,3,10,14,15, 8,525 羽
特洛伊 511 公里 1 6,301 羽
芬洛 136 公里 1,2,4,8,9,11,13, 4,886 羽
德尔讷 137 公里 1,2,3,4,5,6,7,8,9 4,138 羽
威尔特幼鸽 161 公里 1,3,5 4,084 羽
芬洛 136 公里 1,2,3,4 3,922 羽
威尔特 161 公里 1,3,4,5,6,7,8,10 1,349 羽
NPO沙隆幼鸽 433 公里 1,2,3  3,892 羽
马斯克 174 公里 1,2,3,9,10,11  2,276 羽
阿尔隆 327 公里 1,15,17,18,19,20, 1,348 羽
奇梅 322 公里 1,4,5,7 1,299 羽

2018 – 20项平均2479羽比赛冠军 

吉内普 107 公里 1 11,041 羽
魁夫兰 314 公里 1,2,3,4,5,6,8,9 10,570 羽
威尔特 161 公里 1,2,4,5,6,7,8,9 5,230 羽
海纳特 235 公里 1 5,225 羽
雷特尔 374 公里 1,2,4,5,6,10 4,692 羽
沙隆 433 公里 1 2,315 羽
通厄伦 212 公里 1,2,3,4,7,8 1,580 羽
雷特尔 374 公里 1,2,3 1,133 羽
通厄伦 212 公里 1,3,9,10 1,131 羽
吉内普 107 公里 1,2,5,6 1,047 羽

2017 -16项平均3316羽比赛冠军 
阿瑟泽里克 247 公里 1 11,343 羽
韦尔万 359 公里 1,3,4,5 8,753 羽
吉恩 612 公里 1,5,7,9,10 7,768 羽
拉昂 387 公里 1,2,3,4,5,6 6,371 羽
杜尔夫 218 公里 1,2 4,962 羽
赫斯登 192 公里 1,2,3,4,5,6 2,775 羽
魁夫兰 314 公里 1,12,17,19 2,480 羽
雷特尔 373 公里 1,2,3,5,6,7,10 1,867 羽

杜尔夫 218 公里 1,2 1,182 羽
威城 101 公里 1,2,3,5,6,7,10 1,105 羽
拉昂 387 公里 1,2,3,4,5,6,7,8 1,052 羽
比德尔 162 公里 1,2,3,4,5,6,7,8,9,10 1,016 羽
魁夫兰 314 公里 1,2,3,4,5,6,7,8,9,10 986 羽
赫斯登 192 公里 1,2,3,4,5,6,7 656 羽
圣斯 540 公里 1,3,4 414 羽
圣斯 540 公里 1,2,3,4,5,6,9,10 323 羽

摩林科 417 公里 1,9,10,11,12,13 927 羽
雷米斯 412 公里 1,2,3,4,5,6,7,8 843 羽
通厄伦 212 公里 1,2 770 羽
魁夫兰 314 公里 1,5,8 706 羽
奇梅 322 公里 1,2,3,4,5,6,7,8,9,10 600 羽
吉内普 107 公里 1,2,3,4,5,6 523 羽
雷特尔 374 公里 1,2,3,4,5,6,7,8,9,10 468 羽
特洛伊 509 公里 1,3,5,8,10 371 羽
圣斯 543 公里 1,2,3,5,6,9,10 285 羽
波治 680 公里 1,2,3,4,7,8,9 119 羽

吉内普 107 公里 1,2,3,4,5,6,7,8,9 1,220 羽
奥塞尔 572 公里 1,6,7,9 1,208 羽
奇梅 322 公里 1,2,3,4,5,7,8,9,10 1,006 羽
通厄伦 212 公里 1,2,3,4,5,6,8,9,10 926 羽
阿尔隆 327 公里 1,4,5,6,7,8,9,10,11 855 羽
威尔特 161 公里 1,2,3,4,5,6,7,8,9,10 729 羽
雷特尔 535 公里 1,2,4,11,14,15,16 535 羽
芬洛 幼鸽 137 公里 1,4,8,9,11 512 羽
圣斯 543 公里 1,2,3,4,6,7,8,9,10 260 羽
阿尔隆幼鸽 327 公里 1,4,5,6,7,8,9,10,11 174 羽
通厄伦 212 公里 1,4,6,7,8,9,10,11 169 羽

大羽数比赛冠军
顶级收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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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和安德烈.雷德曼从来没有一羽赛鸽能够如同“好花”那样在
训练赛和比赛中飞速归巢…事实上这羽奇迹雌鸽的神奇表现最终
让雷德曼兄弟在2017赛季中期便决定将其转入种鸽舍…当时她
刚刚赢得了NPO拉昂6371羽冠军。

 "好花" -快速狂将

v 

“她归巢真得非常迅速，不仅
是比赛，一场简单的训放也不例
外。她如同子弹般归巢。这让
我们想起众多代表鸽“小迪克”
、“黄眼号”或者“所向无敌”
；这些超级鸽也都是飞速归巢
者！她的超凡能力让我们有些担
心她以后会受伤…赢得比赛后，
我们将其转入种鸽舍。”

“好花”作为幼鸽取得3项大羽数
比赛冠军，作为一岁鸽取得4项大
羽数比赛冠军。2015年春季她被
从范登布兰德兄弟位于比利时贝
拉尔的鸽舍买来，他们一直都是

比利时鸽坛的领先短距离鸽舍之
一。“好花”只有3羽子代参加过
比赛，这3羽子代全部都获得大羽
数比赛冠军或者鸽王头衔。

2019夏末，爱亚卡普家族证
实了“好花”血系的超强育种
实力…他们的一羽“好花直女
589”（589 Daughter Goed 
Grijs）的子代参加4场，便取得
全省10065羽5位（落后4羽同鸽
舍赛鸽）、全省6892羽6位、半
省6091羽6位（落后5羽同鸽舍
赛鸽）和半省3325羽27位，这
是何其出色的表现！

范登布兰德兄弟原舍
雷德曼兄弟使翔

获得总共7项冠军
NPO拉昂6371羽冠军
杜尔夫5821羽冠军，领先2分钟
赫斯登2775羽冠军
拉昂1052羽冠军
威城786羽冠军
赫斯登656羽冠军
哈伯特231羽冠军

"好花"
  (Goed Grijs)
  MARS BE15-6106415  

获得总共7项冠军

仅有3羽子代参赛并获得：
2019年半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海纳特5477羽冠军
芬洛4429羽冠军
奇梅1464羽冠军
奇梅1006羽冠军 =18006羽最高分速亚军
通厄伦770羽冠军
阿尔隆763羽亚军 =落后同鸽舍赛鸽
威城1105羽季军
威尔特5552羽4位
芬洛4429羽4位
威尔特1328羽4位
通厄伦926羽4位 =落后3羽同鸽舍赛鸽
德尔讷4299羽5位

"好花”X其父亲作育孙代
2019年芬洛幼鸽603羽冠军/3899羽4位

 MARS 父亲 

"扎尔卡" 
(El  Zarka) 

BE12-6054326 

超级赛鸽和范登布兰德种鸽

 VENUS 母亲 

"黑雄直女"
(Daughter Zwarte) 

BE14-6115534  
“扎尔卡”的侄子“黑雄”直女，

  安德烈拜访马歇尔.范登布兰德，
 "好花" 正是出自范登布兰德兄弟，
 右边为马歇尔的儿子卡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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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花" 血系拍卖

海纳特5,447羽冠军
奇梅1464羽冠军
阿瑟泽里克4,712羽8位
伊斯内8,525羽14位
雷特尔3,828羽14位
奇梅3,809羽25位
德尔讷4,299羽29位
奇梅9,460羽39位
芬洛3,696羽45位

-作育子代“速度花”
尼尔尼斯10065羽5位，
落后4羽同鸽舍鸽
尼尔尼斯6829羽6位/
592羽冠军
魁夫兰6091羽6位，
落后5羽同鸽舍鸽
魁夫兰3325羽27位
爱亚卡普家族使翔

 雷德曼兄弟的另外一

 项优秀成绩，这次他们获得

 2019年奇梅赛冠军。

奇梅1006羽冠军
=奇梅9460羽亚军
威城1105羽季军
威尔特5552羽4位
芬洛4429羽4位
威尔特1328羽4位
魁夫兰3303羽16位
雷特尔4692羽20位
海纳特5447羽26位
威城2186羽34位
雷特尔3828羽36位

"好花直女"
 (Daughter Goed Grijs)
 VENUS NL17-1647589  

"好花直子"
 (Son Goed Grijs)
 MARS NL17-1647590



 MARS 父亲 

"105" (One O5) 
NL15-1234105

尼尔尼斯 9,897 羽亚军 / 泰森德洛 10,314 羽4位
阿瑟泽里克 2,573 羽5位

 VENUS 母亲 

 "好花" (Goed Grijs) 
BE15-6106415 

获得总共7项冠军 / NPO拉昂6371羽冠军 / 杜尔夫5821羽
冠军，领先2分钟 / 赫斯登2775羽冠军 / 拉昂1052羽冠军

 MARS 外祖父 

      "蒙托尔"
(Menthol)

DV 01274-14-72

沃夫冈.
路伯原舍

 MARS 外祖父 

"扎尔卡"
(El Zarka)

BE12-6054326

超级赛鸽和范
登布兰德种鸽

 VENUS 外祖母 

      "黄金梦想"
(Golden Dream)
DV07237-11-1620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灰梦想”直女

 VENUS 外祖母 

"黑雄直女"
(Daughter Zwarte)

BE14-6115534 

“扎尔卡”的侄子
“黑雄”直女,

"好花直子和直女" 的父母/祖父母

  

    

“好花直女“ 获得海纳特

5225羽冠军，这是雷德曼兄弟

取得的又一项超级成绩。



2019年短距离半省鸽王冠军
芬洛4429羽冠军
通厄伦770羽冠军
阿尔隆763羽亚军
=落后同鸽舍鸽
通厄伦926羽4位
=落后3羽同鸽舍鸽
德尔讷4299羽5位
阿尔隆855羽7位
威尔特11059羽15位
伊斯内8525羽22位
芬洛3696羽41位

 MARS 父亲

"派翠克" (Patrick)  BE14-6211153

子代获得平均7900多羽比赛
1.-1.-2.-3.-3.-4.-5.-6.-6.-8.

派翠克.布克斯原舍

 MARS Grandfather 

"萨根"
(Sagan)

BE12-6108355 

2013年KBDB全国
短距离鸽王冠军

 VENUS Grandfmother 

"范登布克"
(Van Den Bulck)  
BE09-6293884 

出自 "好红兄弟"
X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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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娃"
  (Eva)
  VENUS NL18-1459568 

 VENUS 母亲 

 "好花" (Goed Grijs) 
BE15-6106415 

获得总共7项冠军 / NPO拉昂6371羽冠军 
杜尔夫5821羽 / 冠军，领先2分钟 

赫斯登2775羽冠军 / 拉昂1052羽冠军

 MARS 外祖父 

"扎尔卡"
(El Zarka)

BE12-6054326

超级赛鸽和范
登布兰德种鸽

 VENUS 外祖母 

"黑雄直女"
(Daughter Zwarte)

BE14-6115534 

“扎尔卡”的侄子
“黑雄”直女,

明星诞生...传奇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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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 父亲 

"麒麟花928"
(Grizzle 928) BE08-6155928 

122羽冠军和当家基础种公

 MARS 父亲 

"扎尔卡" 
(El Zarka) BE12-6054326  

超级赛鸽和范登布兰德种鸽

 VENUS 母亲 

吉尔特.黑伦
(Gert Heylen) BE11-6168046 

"杰克3号" 后代，"杰克3号" 作育子代获得20项冠军

 VENUS 母亲 

"黑雄直女"
(Dght. Zwarte) BE14-6115534  

“扎尔卡”的侄子“黑雄”直女，

范登布兰德兄弟原舍

作育子代作为一岁鸽获得：
德尔讷 4,299 羽4位
奇梅 9,460 羽9位
威尔特5,785 羽27位
阿尔隆7,113 羽81位

范登布兰德兄弟原舍

作育孙代作为幼鸽获得：
马斯克2276羽冠军/10792羽季军

后代在德国弗里德里希.
诺伊豪斯父子鸽舍获得
2019年RV最佳一岁雌鸽冠军，
13次参赛，全部入赏

出自“好花姐妹”

NPO洛利斯597公里1956羽8位
米特1408羽59位
威尔特5785羽62位

出自“好花叔叔"

德尔讷4,299羽4位
奇梅9,460羽9位
威尔特5,785羽27位
阿尔隆3794羽72位
阿尔隆7,113羽81位

出自 "好花姐妹"

"好花叔叔"
  (Uncle Goed Grijs)
  MARS BE12-6054283 "克里姆森"

  (Crimson)
  MARS NL18-1459579 

"好花同窝兄弟"
  (Nestbrother Goed Grijs)
  MARS BE15-6106414 "斯伯特"

  (Spot)
  MARS NL18-181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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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花"   父母

半兄弟“901”
作育孙代 "年轻麒麟花" 获得
韦尔万联省7753羽冠军
威城1105羽冠军
-全兄弟为J.当克斯的顶级种鸽
子代为伊豪斯父子获得

范登布兰德兄弟原舍

魁夫兰174羽季军
魁夫兰1076羽7位

范登布兰德兄弟原舍

魁夫兰221羽4位
魁夫兰269羽9位

2019年RV最佳一岁鸽雌鸽冠军，13次参赛全部入赏
作育孙代 "247/16" 获得
2017年HAFO Bouwel 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2017年梅赫伦地区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半兄姐获得
325羽冠军 / 1233羽亚军

直女“好花”获得
NPO拉昂6371羽冠军
杜尔夫5821羽冠军，领先2分钟
赫斯登2775羽冠军
拉昂1052羽冠军 / 威城786羽冠军
赫斯登 656羽冠军
哈伯特231羽冠军

雷德曼兄弟超级种鸽
子代“622/15”获得
1009羽冠军
范登布兰德使翔
"扎尔卡”直女“铁血女郎”获得
373羽冠军 / 208羽冠军
范登布兰德使翔

"扎尔卡”X“好花”
作育孙代获得
2019年半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海纳特5477羽冠军
芬洛4429羽冠军
奇梅1464羽冠军
奇梅1006羽冠军

=18006羽最高分速亚军
通厄伦770羽冠军
2019年芬洛幼鸽603羽冠
军/3899羽4位
威城1105羽季军
威尔特5552羽4位
芬洛4429羽4位
威尔特1328羽4位
德尔讷 4299羽5位

"好花" 父母的   育种成绩 MARS 父亲 

"麒麟花928"
(Grizzle 928) BE08-6155928   
122羽冠军和当家基础种公

 MARS 父亲 

"黑雄" (Zwarte) BE12-6054235    

冠军和“年轻麒麟花”的叔叔

 VENUS 母亲 

吉尔特.黑伦
(Gert Heylen) BE11-6168046   

"杰克3号" 后代，"杰克3号" 作育子代获得20项冠军

 VENUS 母亲 

"灰844" (Blue 844) BE13-6251844    

亚历克斯.多克斯种雌.

 "黑雄直女" 的父母

"扎卡尔" 的父母

"扎尔卡"
  (El Zarka)

  MARS BE12-6054326

"黑雄直女"
  (Dght. Zwarte)

  VENUS BE14-611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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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鸽友都梦想能够拥有一羽能够孕育金蛋的雌鸽…对于雷德曼兄弟来
说，这羽雌鸽就是“银色梦想”。史戴勒曼作育，在哈登贝赫她作育的几
乎所有后代都能够赢得比赛或者作育冠军...可以说这是完美的DNA，
她的父亲杰出种鸽“灰梦想”为奥格斯特.沃特斯（August Wouters）
获得09年比利时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银色梦想”  
-荷兰最优秀的全能种雌

多年来比利时报纸Gazet Van 
Antwerpen每周末都会发布文章
介绍魁夫兰和拿永（速度赛）分
速最高的3羽赛鸽。记者亚伯特.弗
托根 (Albert Vertongen)注意
到从发布这些文章开始，"灰梦
想" 的成绩就被证明无可超越！这
羽赛鸽是5月3次取得最高分速，
还有1次则是最高分速季军。"灰
梦想" 总共赢得10项冠军（没有
重复)。这样表现成为雷德曼兄弟
的“银色梦想”取得优秀育种成
绩的基础。

跟随她的足迹，半姐妹 "黄金梦
想" 也作育众多超级赛绩鸽和种鸽
子代…她们都直接出自 "灰梦想"
， "银色梦想" 的母亲是杰拉德.考
夫曼的著名种鸽 "小迪克"， "黄金
梦想" 的母亲为福沃特的 "芬妮卡
5000" 直女。值得一提的是 "银
色梦想" 和 "黄金梦想" 的后代能
够飞行10小时，而父亲 "灰梦想" 
获得10项魁夫兰冠军，他是一羽
真正的短距离速度赛鸽。

史戴勒曼原舍

后代获得
2018年联省全能&中距离鸽王冠军 
("鸽王820"， 直子)
2018年TBOTB全国中距离鸽王4位 
("鸽王820" ，直子)
阿瑟泽里克 11,474羽冠军 
("弗洛伊德”, 直子)
阿瑟泽里克11,343羽冠军 
("杰特”, 直女)
博斯托10,739羽冠军 
("西格丽德”, 孙女)
魁夫兰10,570 羽冠军 
("正义号", 曾孙代)

泰森德洛10,314羽冠军 ("恩佐", 曾孙)
威尔特 5,230 羽冠军 ("鸽王820"，直子)
NPO吉恩4,911羽冠军 & 7,768羽最高分速冠军 
("杰特", 直女)
德尔讷4299羽冠军("杰特直子", 直孙)
威尔特幼鸽4,084羽冠军('739/19’, 孙代)
NPO南图3,926羽冠军，7 分钟领先 
("维多利亚", 曾孙女)
沙隆2,315 羽冠军 ("606/17",曾孙代)
雷瑟1,867 羽冠军 ("沃尔塔同窝", 直子)
通厄伦1,580 羽冠军 ("790/16", 孙代)
雷瑟1,133 羽冠军 ("567/17",曾孙代)
魁夫兰- 986 羽冠军 ("567/17",曾孙代)
奇梅600 羽冠军 ("578/17", 孙代)
特洛伊371 羽冠军 ("西格丽德", 孙女)
342羽冠军 ("沃尔塔", 直子)
圣斯323 羽冠军("西格丽德", 孙女)
圣斯285 羽冠军 ("795/16", 孙代)
NPO沙隆幼鸽3892羽季军（孙代）

 MARS 父亲 

"灰梦想"
(Blue Dream) BE08-6293405 

凭借10项冠军获得KBDB
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VENUS 母亲 

"艾丽娜"
(Alina) NL03-2324298   

考夫曼“小迪克”直女

  雷德曼的2羽顶级种鸽
 "银色梦想" 和
 "黄金梦想"

     22

"银色梦想"
 (Silver Dream)
 VENUS DV07237-2011-1597 

雷德曼兄弟当家种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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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色梦想”血系

阿瑟泽里克11343羽冠军
吉恩联省611公里7768羽冠军
雷特尔4692羽冠军
拉昂6371羽6位
杜尔夫5821羽10位

"杰特" 获得雷特尔
4692羽冠军，
6羽进入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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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讷4299羽冠军
威尔特11059羽季军，
落后2羽同鸽舍赛鸽
芬洛3696羽季军
吉内普6676羽7位

作育子代“速度花”
尼尔尼斯10065羽5位，
落后4羽同鸽舍鸽

奇梅600羽冠军
雷特尔4692羽10位
海纳特5447羽13位
雷特尔3828羽38位
NPO圣斯543公里3160羽52位

洛利斯全国S4 597公里6086羽9位
欧塞尔572公里1208羽9位

子代“莎琳”获得
NPO沙隆433公里3892羽冠军

尼尔尼斯6829羽6位
/592羽冠军
魁夫兰6091羽6位，
落后5羽同鸽舍鸽
魁夫兰3325羽27位

爱亚卡普家族使翔

“杰特”直子

“杰特”直子

"杰特" 全姐妹

姐妹

 MARS 父亲 

"托尔斯滕"
(Torsten) DV01274-14-71  

路伯的奥林匹克代表鸽和全国鸽王7位“16号”直子
全国鸽王和奥林匹克代表鸽“大老板”直孙

"杰特"
 (Jet)
 VENUS NL15-1234091

"维克顿"
 (Viton) MARS NL18-1459293

"米尔斯"
 (Miles) MARS NL17-1647578

"杰特姐妹"
 (Sister Jet) VENUS NL17-1647663

 VENUS 母亲 

"银色梦想"
(Silver Dream) DV07237-11-1597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灰梦想”直女

作出

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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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全能鸽王冠军
(+1,000位会员）
联省中距离鸽王冠军
(+1,000位会员）
WHZB/TBOTB全
国中距离鸽王4位
威尔特5230羽冠军
博斯托1961羽亚军
魁夫兰10570羽季军
拉昂6371羽季军
雷特尔7115羽6位

伯特.雷德曼手持
"鸽王820"，这是雷德
曼鸽舍另外一羽优秀赛鸽

"瑞秋"获得威尔特
11059羽冠军

 

 MARS 父亲 

"完美17号"
(Perfect Seventeen) NL13-1308217 

希勒兄弟原舍

 VENUS 母亲 

"银色梦想"
(Silver Dream) DV07237-11-1597

KBDB全国鸽王冠军“灰梦想”直女KBDB

"银色梦想" 直孙女

威尔特11059羽冠军
阿尔隆763羽9位
=阿尔隆7113羽39位
威尔特5785羽21位
吉内普12820羽23位

同母半兄姐
"年轻麒麟花" 获得
韦尔万联省7753羽冠军
威城1105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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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王820" 直女

作出

"鸽王820"
 (Ace 820)
 MARS NL16-1075820

"瑞秋"
 (Rachel)
 VENUS NL18-145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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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托10739羽冠军
特洛伊371羽冠军/
2485羽季军
圣斯323羽冠军/
3083羽10位
威城2599羽4位
洛利斯1769羽8位

子代“阿尔特先生”获得
NPO沙隆433公里2315羽冠军

孙代获得2019年幼鸽赛
马斯克2276羽冠军/
10792羽季军

"阿尔特先生"
获得NPO冠军 
的信息显示在电视上



 MARS 父亲 

"银色梦想直子"
(Son Silver Dream) NL12-1084516  

半兄弟 "弗洛伊德" 获得NPO 11474羽冠军

 VENUS 母亲 

"雷特罗和斯比特姐妹"
(Sister Retro & Spit) NL10-1117136 

2009年全国NPO中距离鸽王8位和9位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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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先生" 是
"西格丽德" 直子

作出
"西格丽德"
 (Sigrid)
 VENUS NL14-1466920

"阿尔特先生"
 (Mr. Aart)

 MARS NL17-1647606

"银色梦想" 直孙

"阿尔特先生" 获得
NPO沙隆433公里2315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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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 父亲 

"托尔斯滕" 
(Torsten) DV01274-14-71   

 “大老板”的孙代，沃夫岗.路伯

 VENUS 母亲 

"银色梦想"
 (Silver Dream) DV07237-11-1597   

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灰梦想”的直女KBDB

NPO南图467公里3,926羽冠军，
领先7分钟

后代获得
NPO特洛伊3783羽冠军
("斯塔琳")

作育子代‘739/19’获得：
2019年威尔特幼鸽组4,084羽冠军

全兄弟“杰特”获得
阿瑟泽里克11343羽冠军
NPO吉恩4911羽冠军和
7768羽最高分速
雷特尔4692羽冠军
拉昂6371羽6位
道尔夫5821羽10位

NPO圣斯540公里260羽冠军
= NPO圣斯3,160羽季军
芬洛6,128羽12位
提尔堡13,937羽15位
NPO查特路731公里
3,647羽75位

雷特尔1,494羽冠军
= 雷特尔7,115羽季军
圣斯4,118羽5位
阿瑟泽里克2,214羽9位
= 阿瑟泽里克11,343羽21位
赫斯登5,927羽13位
威城2,194羽32位
魁夫兰1,818羽36位
威尔特5,552羽46位

"银色梦想" 直孙女

超级种雌

"卡里斯莫"
 (Carismo)
 MARS NL17-1647778 "菲利"

 (Fury)
 VENUS NL17-1647565 

 MARS 父亲 

"恩佐之父"
(Father Enzo) NL13-1659812

作育子代获得10,134羽冠军&NPO 3,926羽冠军

 VENUS 母亲 

"维多利亚之母"
(Mother Vitoria) NL13-1659793

2013年南非百万美金大奖赛决赛9位之侄女
出自同窝“顶尖5号”

"维多利亚"
 (Vitoria)
 VENUS NL14-1466945  "亚雷克"

 (Jarek)
 MARS NL16-1075795

"托尔斯滕" X
"银色梦想" 配对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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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夫兰10,570羽冠军
雷特尔535羽冠军
=雷特尔 4,206羽季军

"古斯塔沃" 取得芬洛3696羽冠军成绩单



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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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夫兰177羽冠军
雷特尔1703羽5位
雷特尔3828羽20位
威尔特5552羽22位
奇梅3809羽22位
摩林科4634羽38位

芬洛3,696羽冠军 / 德尔讷4,299羽6位
阿尔隆973羽10位

到直子和祖父

 MARS 父亲 

"奥林匹克91直孙"
(Grandson Olympia 91) NL15-1234133 

布克曼 X 雷德曼 X史戴勒曼

 MARS 父亲 

"公正号" (Justify) NL17-1647713 

魁夫兰10,570羽冠军
雷特尔地区冠军/ 4,206羽季军

 VENUS 母亲 

"奥林匹克91直孙"
(Voltar) NL15-1234035 

地区长距离鸽王亚军和“杰特”姐妹

 VENUS 母亲 

"存活号" (Alive) NL17-1647635 

父亲出自范登布克铭鸽“基特尔”的全兄弟 
母亲出自贺尔曼铭鸽“博尔特”的全兄弟

"公正号" 的父亲

"公正号" 直子

雷德曼兄弟在魁夫兰赛取得惊
人赛绩，前13位占据12羽，
冠军为 "公正号"



 MARS 父亲 

"公正号父亲"
(Father Justify) NL16-1075816   

半省长距离鸽王亚军直子
"托尔斯滕" X "银色梦想" 配对的孙代

作出

 VENUS 母亲 

"莉丝"
(Liz) NL15-1234044 

获得平均9,500多羽比赛亚军&季军
出自“安塔尔”X“黄眼号直女”

"公正号"
 (Justify)
 MARS NL17-1647713

"公正号父亲"
 (Father Justify)
 MARS NL16-1075816

"古斯塔沃"
 (Gustavo) MARS NL18-1459366 

出自



"托尔斯滕" X "银色梦想" 直孙女

雷特尔4,692羽亚军
通厄伦1,874羽亚军
威城11,040羽12位
雷特尔1,703羽14位
克莱蒙927羽14位
圣斯4,118羽31位
道夫尔2,356羽31位

"托尔斯滕" X "银色梦想" 配对的孙子 

德尔讷4,299羽4位
奇梅9,460羽9位
威尔特5,785羽27位
阿尔隆7,113羽81位

"托尔斯滕" X "银色梦想" 配对的孙女

威尔特11,059羽亚军
(仅落后侄女)
奇梅9,460羽季军
阿尔隆2,859羽2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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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林科4,815羽32位
阿尔隆7,113羽33位
比德尔11,145羽35位

“银色梦想”
的超级配对鸽

子代“鸽王820”:
联省全能鸽王冠军（+1,000位会员）
联省中距离鸽王冠军（+1,000位会员）
WHZB/TBOTB全国中距离鸽王4位
威尔特5,230羽冠军
博斯托1,961羽亚军
魁夫兰10,570羽季军
拉昂6,371羽季军 / 雷特尔7,115羽6位

"鸽王820" 作出子代 "NL18-1459287":
威尔特11,059羽冠军
芬洛603羽冠军/3899羽4位

孙代NL19-1248738获得
NPO沙隆幼鸽433公里3892羽季军
落后2羽同鸽舍赛鸽

 MARS 父亲 

"浅斑迪克" 
(Lichte Dirk) BE02-6503551

孙代获得查特路全国16,347羽冠军

 VENUS 母亲 

"超级02号"
(Super 02) NL04-0451802   

2004年全省中距离幼鸽王冠军

"完美17号" 的父母

希勒兄弟原舍

"安妮玛"
 (Anima) VENUS NL16-1075790 

"克里姆森"
 (Crimson) MARS NL18-1459579

"波妮"
 (Bonny) VENUS NL18-1459290 

"完美17号"
 (Perfect Seventeen)
 MARS NL13-1308217

他的直子“鸽王820”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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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17号' x '银色梦想' 配对孙女

奥赛尔572公里1,208羽冠军
  = NPO奥赛尔2,611羽4位.
威城1105羽10位
NPO特洛伊2,485羽22位

全兄姐NL19-1248738获得
NPO沙隆幼鸽433公里3892羽季军
落后2羽同鸽舍赛鸽

'完美17号' x '银色梦想' 配对孙女
通厄伦1,874羽季军 / 雷特尔1,703羽季军
韦尔万8,753羽4位 / 魁夫兰10,570羽9位
威尔特2,056羽10位 / 伊斯内8,525羽19位
芬洛4,429羽22位 / 阿尔隆3,794羽38位
雷米斯8,183羽45位

全兄姐NL19-1248738获得   
NPO沙隆幼鸽433公里3892羽季军 落后2羽同鸽舍赛鸽

'完美17号' x '银色梦想' 配对直孙

2019年半省短距离鸽王亚军（落后 "艾娃"）
芬洛1078羽5位/6128羽13位
德尔讷4299羽31位
伊斯内1391羽50位

"法耶妮"
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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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 父亲 

"完美17号"
(Perfect Seventeen) NL13-1308217 

希勒兄弟原舍鸽

 VENUS 母亲 

"银色梦想"
(Silver Dream) DV07237-11-1597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灰梦想”直女

 VENUS 母亲 

"银色梦想"
(Silver Dream) DV07237-11-1597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灰梦想”直女

同窝兄弟“鸽王820”
联省全能鸽王冠军（+1,000位会员）
联省中距离鸽王冠军（+1,000位会员）
WHZB/TBOTB全国中距离鸽王4位
威尔特5230羽冠军
博斯托1961羽亚军
魁夫兰10570羽季军
拉昂6371羽季军
雷特尔7115羽6位

子代NL18-1459287获得
威尔特11059羽冠军
芬洛603羽冠军/3899羽4位

鸽王820全姐妹

子代NL19-1248738获得
NPO沙隆幼鸽433公里3892羽季军
落后2羽同鸽舍赛鸽

还作育子代作为幼鸽获得2019年
威尔特4084羽5位

"完美17号" X "银色梦想" -超级配对

作出

 MARS 父亲 

"完美17号"
(Perfect Seventeen) NL13-1308217 

希勒兄弟原舍鸽

"法耶妮"直女

"鸽王820同窝兄弟"
 (Nestbrother Ace 820)
 MARS NL16-1075819

"法耶妮"
 (Fayene) VENUS NL16-1075911

作育子代 "维萨"、
"扎尼莎" 和 "格雷格"

"维萨"
 (Vessa) VENUS NL17-1647655

"扎尼莎"
 (Zanissa) VENUS NL17-1647654

"格雷格"
 (Greg) MARS NL18-1459465

作出

"法耶妮"直子

作出

"法耶妮" 的子代获得2019年
NPO季军，落后2羽同鸽舍赛鸽





作育子代“好手19号”:
2016年联合会中距离鸽王冠军

孙代获得NPO查特路
3,647羽亚军

作育子代“特斯拉”:
阿瑟泽里克11,745羽冠军
(领先5分钟) 
阿瑟泽里克11,474羽亚军
(仅落后同舍鸽)

W.斯特勒曼原舍

作育子代“105号”:
尼尔尼斯355公里1,916羽冠军/
9,897羽亚军(355公里)
泰森德洛195公里10,314羽4位(195公里)
阿瑟泽里克247公里2,573羽5位(247公里)
 
"105号" 作育子代获得:
海纳特5,447羽冠军
奇梅1464羽冠军
奇梅1,006羽冠军
=奇梅9,460羽亚军
威城1,105羽季军
威尔特5,552羽4位
芬洛4,429羽4位
阿瑟泽里克4,712羽8位
威尔特1,328羽4位
等

 MARS 父亲 

"灰梦想"
(Blue Dream) BE08-6293405 

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
获得10项冠军

 VENUS 母亲 

"芬妮卡5000直女"
(Dght Fieneke 5000) BE00-6178820 

福洛.佛沃特原舍，奥林匹克雌鸽
"芬妮卡5000" 的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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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种鸽 "黄金梦想"

"黄金梦想"
 (Golden Dream)
 VENUS DV07237-2011-1620

"好手19号" 在搬往新址
前在巢箱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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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亲…    到直子

雷德曼兄弟 (Gebr. Leideman)  全部成年赛鸽拍卖      41

2016年地区中距离鸽王冠军
苏瓦松6,403羽4位 / 摩林科5,934羽5位
圣斯4,237羽6位
洛利斯1,769羽6位

子代在芭提雅公棚取得顶级成绩
芭提雅国际公棚训练赛1.-1.-3.-8.

作育子代
NPO查特路731公里
3,647羽亚军
洛利斯全国S4 597公里
6086羽3.-8.-10.-13.-14.

孙代参加2019年幼鸽赛
马斯克2276羽季军，落后同鸽舍赛鸽

子代参加2019年幼鸽赛
马斯克2276羽亚军，落后同鸽舍赛鸽

孙代获得：
NPO查特路731公里3,647羽亚军
洛利斯全国S4 597公里6086羽
3.-8.-10.-13.-14.

"好手19号"
 (Crack 19) MARS NL14-1466919

"好手19号直子"
 (Son Crack 19) 
 MARS NL16-1076052  

 MARS 父亲 

"吉尔特.黑伦" 
(Gert Heylen) BE13-6065794  
出自3个冠军奖项得主 '859号'

 MARS 父亲 

"好手19号" 
(Crack 19) NL14-1466919  

2016年地区中距离鸽王冠军

 VENUS 母亲 

"黄金梦想"
 (Golden Dream) DV07236-11-1620   

出自KBDB全国短距离鸽王冠军“灰梦想

 VENUS 母亲 

"沃尔塔"
 (Voltar) NL15-1234035   

地区长距离鸽王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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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查特路731公里3,647羽亚军
NPO洛利斯全国597公里S4 1,956羽12位
NPO特洛伊509公里2,485羽78位
NPO奥赛尔572公里2,611羽83位

全兄姐作育子代“莎琳”获得
NPO沙隆433公里幼鸽3892羽冠军

NPO洛利斯全国S4 597公里6086羽季军
NPO奥塞尔572公里2,611羽55位
NPO沙隆433公里2,184羽67位
威尔特2,056羽12位
奇梅1,299羽16位
雷特尔1,703羽20位
威尔特1,328羽30位
芬洛1,014羽35位

"法比奥" 全姐妹

"法比奥" 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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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洛利斯全国S4 597公里6086羽8位

NPO洛利斯全国S4 597公里6086羽13位
威尔特5785羽23位
阿尔隆7113羽53位

威尔特5785羽4位
阿尔隆7113羽44位
威尔特11059羽73位

子代在2019年幼鸽赛
马斯克2276羽季军，落后同鸽舍赛鸽

姐
妹

 VENUS 母亲 

"莱莎全姐妹"
(Sister Raissa) NL15-1234049  

全姐妹“莱莎”获得：
2018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速度赛荷兰预选鸽冠军

道夫尔 4,613羽冠军 & 6,969羽分速最高
魁夫兰10,570羽亚军（仅落后同舍鸽）

尼尔尼斯 9,897羽季军 / 赫斯登 5,927羽季军
赫斯登 11,336羽5位 / 雷特尔 1,867羽5位

出自“马格努斯”X“顶尖5号全姐妹”

 MARS 父亲 

"好手19号直子"
(Son Crack 19) NL16-1076052   

作育子代获得NPO查特路731公里3,647羽亚军
洛利斯全国S4 597公里6086羽3.-8.-10.-13.-14.

半兄姐获得芭提雅国际公棚训练赛1.-1.-3.-8.
出自“好手19号”X“沃尔塔” 姐妹

姐妹

"法比奥"
 (Fabio)
 MARS NL17-1647734

"南希"
 (Nancy)
 VENUS NL18-1459574

"海莉"
 (Haley)
 VENUS NL18-1459353

"天赋"
 (Talent)
 VENUS NL18-1459505

"奥拉"
 (Aura)
 VENUS NL17-1647641

姐妹

"法比奥" 全姐妹

"法比奥" 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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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特5,477羽冠军
奇梅1,464羽冠军
阿瑟泽里克 4,712 羽8位
伊斯内 8,525 羽14位
雷特尔3,828 羽14位

作育子代“速度花”
尼尔尼斯10065羽5位，落后4羽同鸽舍鸽
尼尔尼斯6829羽6位/592羽冠军
魁夫兰6091羽6位，落后5羽同鸽舍鸽
魁夫兰3325羽27位

爱亚卡普家族使翔

奇梅1006羽冠军
=奇梅9460羽亚军
威城1105羽季军
威尔特5552羽4位
芬洛4429羽4位
威尔特1328羽4位
魁夫兰3303羽16位
雷特尔4692羽20位
海纳特5447羽26位
威城2186羽34位
雷特尔3828羽36位

顶级天赋同窝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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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梦想" 直孙

NPO沙隆433公里2315羽冠军

"黄金梦想" 直子 "105" 直孙女

NPO圣斯540公里3,160羽季军
芬洛6,128羽12位
提尔堡13,937羽15位
NPO查特路731公里3,647羽75位

"黄金梦想" 直孙女

NPO圣斯540公里3160羽4位
NPO奥赛尔572公里2611羽19位
吉内普12820羽26位

出自 "黄金梦想" 
直子 "105" X "好花"

出自 "黄金梦想" 
直子 "105" X "好花"

"好花直女"
 (Daughter Goed Grijs)
 VENUS NL17-1647589

"阿尔特先生"
 (Mr. Aart) MARS NL17-1647606

"菲利"
 (Fury)
 VENUS NL17-1647565

"帕蒂"
 (Patty)
 VENUS NL18-1459469

"好花直子"
 (Son Goed Grijs)
 MARS NL17-164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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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吉恩612公里2,806羽4位
NPO 特洛伊509公里2,485羽6位
威尔特 1,328羽7位
NPO圣斯540公里3,083羽15位 
NPO查特路731公里1,268羽30位
NPO波治680公里2,216羽64位
NPO圣斯540公里4,118羽92位

NPO吉恩612公里2,806羽7位
NPO查特路731公里 1,268羽22位
威尔特1,328羽20位
阿尔隆3,794羽24位
雷特尔3,828羽31位
道夫尔2,356羽34位
拉昂6,371羽59位

"黄金梦想全兄弟" x "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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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April) VENUS NL16-1075885

"布莉雅"
 (Bria) VENUS NL16-1075836

"黄金梦想全兄弟" 直孙女



子代 “莱莎”:
2018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速度赛荷兰预选鸽冠军
道夫尔 4,613羽冠军和 6,969羽分速最高
魁夫兰10,570羽亚军（仅落后同舍鸽）
尼尔尼斯 9,897羽季军
赫斯登  5,927羽季军

伊斯内 8,525羽冠军
魁夫兰2,480羽冠军

"斯亚" 作出2018生一岁赛将获得:
查特路全国大区731公里 3,647羽7位
波治全国大区677公里5,877羽37位

子代 "691/17" (沃夫冈.路伯)
2018年RV 304公里1,124羽冠军  

赫斯登  11,336羽5位
雷特尔 1,867羽5位

子代 "斯亚"
2017年NPO全国中距离16位
吉内普11,041羽冠军

2018年 RV 304公里846羽冠军  
2019年RV 214公里1,187羽冠军  
2019年RV 379公里2947羽冠军

子代 “莱莎全姐妹”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S4 731公里 3,647羽亚军
洛利斯全国S4 597公里6086羽
3.-8.-13.-14.

"马格努斯" x "顶尖5号全姐妹" 配对的最佳育种成绩

世纪超  级配对

沃夫冈.路伯原舍鸽 全兄姐 "顶尖5号" 获得

2013年南非百万
美元公棚赛决赛9位

"马格努斯"
  (Magnus)

  MARS DV01274-2013-481

"顶尖5号
全姐妹"

  (Sister Tip Top 5)
  VENUS NL12-1084460

 MARS 父亲 

"269号" (Der 269) DV01274-10-269    

德国奥林匹克幼鸽代表鸽冠军
2012年全国雄鸽王6位 / 2013年欧洲杯冠军鸽

 MARS 父亲 

"顶尖5号之父" (Father Tip Top 5) NL11-1190530    

出自 "帝普士全兄弟直子" x 希勒兄弟的 "超级女孩" 
当家配对 "超级男孩" X "666直女" 的顶级子代

 VENUS 母亲 

"路伯雌312" 

(Roeper 312) DV01274-12-312    

凡德纳比 "白腹号" 血系 x迪勒斯 "小好手" 血系

 VENUS 母亲 

"莉娜" 

(Li Na) NL10-1117170    

全兄弟 "费尔南多" 获得 NPO 亚拉斯 
10,735羽冠军 / 领先亚军5分钟

"马格努斯" 的父母 "顶尖5号全姐妹" 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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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 父亲 

"马格努斯"
(Magnus) DV01274-13-481    

路伯的奥林匹克鸽及欧洲杯超级鸽 "269号" 的子代 

 VENUS 母亲 

"顶尖5号全姐妹"
(Sister Tip Top 5) NL12-1084460    

2013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决赛9位的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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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母亲…    到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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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NPO全国中距离鸽王16位 / 吉内普11,041羽冠军
伊斯内 8,525羽冠军 / 魁夫兰2,480羽冠军 / 魁夫兰10,570羽11位

摩林科4,815羽26位 / 赫斯登 11,336羽34位
奇梅1,299羽4位 / NPO查特路731公里3,647羽7位

奥塞尔572公里1,208羽7位 / = NPO奥塞尔2,611羽22位
NPO洛利斯1,956羽10位 / 波治全国S4 677公里5,877羽37位

  子代参加2019年全国幼鸽赛
  马斯克2276羽冠军/10792羽季军

"斯亚"直女

"斯亚" (Sia) VENUS NL15-1234189 "林布琳" (Liebling) VENUS NL17-1647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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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种雌

2018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速度赛荷兰预选鸽冠军
道夫尔 4,613羽冠军 & 6,969羽分速最高
魁夫兰10,570羽亚军（仅落后同舍鸽）
尼尔尼斯 9,897羽季军

赫斯登 5,927羽季军
赫斯登 11,336羽5位
雷特尔1,867羽5位

"莱莎" 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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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夫尔2,214羽4位
奇梅600羽4位
=奇梅3,809羽14位
雷特尔1,703羽29位

雷特尔468羽冠军
海纳特 936羽亚军
=海纳特 5,447羽10位
芬洛 3,696羽4位
韦尔万 1,357羽30位

通厄伦 1,874羽38位
吉内普12,820羽43位
德尔讷 4,299羽56位
伊斯内 8,525羽58位

米尔地区冠军/6,386羽6位
拉昂6,371羽5位
提尔堡8,468羽29位
海纳特5,447羽51位
阿尔隆3,794羽56位
赫斯登5,927羽61位
德尔讷4299羽61位 "莱莎" 兄弟

"莱莎" 全兄弟

兄弟

作出

"莱莎" (Raissa) VENUS NL15-1234061

 VENUS 母亲 

"顶尖5号全姐妹"
(Sister Tip Top 5) NL12-1084460    

2013年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决赛9位的全姐妹

 MARS 父亲 

"马格努斯"
(Magnus) DV01274-13-481    

路伯的奥林匹克鸽及欧洲杯超级鸽 "269号" 的子代 

"丹佐"
 (Denzel)
 MARS NL17-1647571

"卡尔"
 (Carl) MARS NL17-1647581

"萨达尔"
 (Sardar)
 MARS NL15-123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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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吉恩612公里2,806羽4位
NPO 特洛伊509公里2,485羽6位
威尔特 1,328羽7位
NPO圣斯540公里3,083羽15位 
NPO查特路731公里1,268羽30位
NPO波治680公里2,216羽64位
NPO圣斯540公里4,118羽92位

"黄金王子" 直孙

NPO洛利斯 597 公里 1,956 羽19位
NPO奥塞尔 572 公里 2,611 羽35位
NPO圣斯 540 公里 3,160 羽49位
威尔特1,328 羽50位

父亲为“鲁迪王子”的直子
利蒙治全国 14,575 羽冠军

母亲是“黄金王子”的直女
KBDB全国鸽王冠军和超级种鸽

雷米斯412公里 843羽冠军，
领先3分钟
NPO波治677公里5,877羽6位
NPO吉恩612公里4,911羽7位
NPO 查特路731公里1,268羽11位
魁夫兰8,046羽27位
NPO 洛利斯597公里1,956羽50位

子代参加2019年全国幼鸽赛获得
马斯克2276羽季军，落后同鸽舍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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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5号" 的侄子

马斯克2276羽季军,
落后同鸽舍赛鸽

"四月"
 (April)
 VENUS NL16-1075885

"自由"
 (Libero)
 MARS NL17-1648010

"扎克"
 (Zac) MARS NL16-1075797

"顶尖5号" 半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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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夫冈.路伯是德国的传奇鸽友。在
不久前的2013年，他至少有6羽鸽
子获得尼特拉奥林匹克代表鸽。这
是独一无二的成就，要知道他仅用
了35-40羽鳏夫鸽参赛。他只以鳏夫
鸽参赛。“自1995年乌得勒支奥林
匹克赛以来，我们与这位德国顶尖大
师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安德烈
说，“他是一位技艺超群的鸽友，教
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也给我们带来了
许多优秀的鸽子。”

不仅雷德曼兄弟，众多世界著名冠
军鸽友例如贺伯特、爱亚卡普和林
伯格也都使翔路伯赛鸽取得成功。

因此，将路伯血系引进他们鸽舍便
显得合情合理。近年来，他们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今，雷德
曼兄弟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
整的路伯血系鸽。每一羽路伯明星
鸽都成为了他们种鸽舍内的基础种
鸽。路伯原环种鸽“马格努斯”

已成为超级配对之雄鸽，作育出神
奇赛将子代如“莱莎”、“斯亚”
等。并且更多路伯血系鸽成为了雷
德曼舍内的育种明星。

雷德曼兄弟并非从路伯鸽系受益
的唯一鸽友。例如贺伯特的最佳种
鸽“大老板”（Big Boss）也是
路伯原舍鸽 ；他获得全国鸽王冠
军和奥林匹克代表鸽，作育了多代
全国鸽王后代…“奥林匹克里欧”
（Olympic Leo）也曾为路伯获得
奥林匹克代表鸽和全国鸽王亚军，
如今在爱亚卡普种鸽舍作育了很多
冠军后代…还有爱力克.林伯格的当
今超级种鸽是路伯的全国鸽王4位，
出自基础雌鸽“1241”，她在林
伯格的鸽舍作育了全国鸽王和冠军
鸽。林伯格的2018年KBDB全国长
距离一岁鸽组鸽王亚军和2019年
PIPA排行榜最佳幼鸽亚军也都有路
伯血统。路伯赛鸽已经成为当今鸽
坛最具实力的鸽系之一。

雷德曼兄弟和德国传奇鸽友沃夫冈.路伯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
他们在各自国家的赛鸽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相比安德烈.
雷德曼而言，沃夫冈.路伯对高品质有更为强烈的特殊感觉，
他正在继续追求，并朝下一步迈进！

 MARS 父亲 

"269号" 
(Der 269) DV01274-10-269   

德国奥林匹克一岁鸽组代表鸽冠军 
2013年欧洲杯冠军

 VENUS 母亲  

"路伯雌312" 

(Roeper 312) DV01274-12-312   

凡德纳比 "白腹号" x迪勒斯 "小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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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女“玛格丽特”：
NPO摩林科417公里4,634羽冠军 (417公里)

直女“莉丝”作为幼鸽获得：
泰森德洛10,314羽亚军
提尔堡8,458羽季军

子代“黛丝丽”：
2019年WHZB/
TBOTB全国中距离鸽王10位
阿尔隆1,348羽冠军

子代NL19-1248713在路伯鸽舍Roeper
2019年诺伊克洛斯特1066羽冠军

孙代 "公正号" ("莉丝" 直子) 荣获:
魁夫兰10,570羽冠军
雷特尔地区冠军 / 4,206羽季军

"公正号" 作育子代
2019年德国全国雄鸽王9位
(13次参赛全部入赏）
芬洛3696羽冠军

曾孙代“莎琳”（“莉丝”直孙女）
NPO沙隆433公里3892羽冠军

沃夫冈.路伯原舍

同窝兄弟“马格努斯”：
雷德曼超级配对之雄鸽

作出子代 "莱莎"、
"斯亚" 等

"路伯效应" 意味着巨大的成功!
"安塔尔"

 (Antar)
 MARS DV01274-2013-482

  2018年秋沃夫冈.
 路伯和托尔森.努克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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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森德洛10,314羽亚军
提尔堡8,458羽季军
威尔特1,840羽15位
尼尔尼斯9,897羽28位

作出子代“公正号”获得:
魁夫兰10,570羽冠军
雷特尔地区冠军 / 4,206羽季军

"公正号" 作出子代获得：
2019年德国全国雄鸽王9位
(13次参赛全部入赏)
芬洛3696羽冠军

孙代“莎琳”
NPO沙隆433公里3892羽冠军

NPO摩林科417公里4,634羽冠军（417公里）

芭提雅配对雌鸽，作育子代
芭提雅国际公棚赛取得训练赛1.-1.-3.-8.

子代参加2019年幼鸽赛获得 / 马斯克2276羽亚军，落后同鸽舍赛鸽

"玛格丽特"半姐妹

 MARS 父亲 

"安塔尔"
(Antar) DV01274-13-482    

沃夫冈.路伯奥林匹克明星“269号”直子

 MARS 父亲 

"安塔尔"
(Antar) DV01274-13-482    

沃夫冈.路伯奥林匹克明星“269号”直子

 VENUS 母亲 

"黄眼号直女"
(Dght. Geeloger) NL13-1298166    

柯恩.明德豪原舍种鸽

 VENUS 母亲 

"达安直女"
(Dght Daan) BE15-2093230    

当家基础种鸽“柯尔”x“黄眼号”直女

"莉丝" (Liz) VENUS NL15-1234044"玛格丽特"
 (Margrit) VENUS NL16-1075866

半姐妹"莉丝" 半姐妹



雷德曼兄弟 (Gebr. Leideman)  全部成年赛鸽拍卖      60 雷德曼兄弟 (Gebr. Leideman)  全部成年赛鸽拍卖      61

作出子代“杰特”获得:
阿瑟泽里克11,343羽冠军
NPO吉恩4,911羽冠军 & 7,768羽最高分速
雷特尔4,692羽冠军
拉昂6,371羽6位
道夫尔5,821羽10位

"杰特" 作出子（孙）代获得:
德尔讷4,299羽冠军
威尔特11,059羽季军（落后2羽同舍鸽）
威尔特幼鸽4084羽季军/芬洛3606羽季军
洛利斯全国S4 597公里6086羽9位

作出子代“沃尔塔”获得:
联盟长距离鸽王394羽亚军

394羽冠军
314公里1,791羽亚军
730公里3,098羽4位

作出子代“沃尔塔同窝”获得:
雷特尔1,494羽冠军

作出孙代获得:
2019年NPO沙隆433公里3,892羽冠军
2018年NPO沙隆433公里2,315羽冠军
2019年威尔特幼鸽4084羽冠军
2019年RV最佳一岁鸽雌鸽冠军，
13次参赛全部入赏
2017年鲍威尔HAFO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2017年梅赫伦地区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作出子代“105号”获得:
尼尔尼斯355公里1,916羽冠军 / 9,897羽亚军
泰森德洛195公里10,314羽4位
阿瑟泽里克247公里2,573羽5位

"105号" 作出子代获得:
海纳特5,447羽冠军
奇梅1,006羽冠军 / =奇梅9,460羽亚军

威城1105羽季军 / 威尔特5,552羽4位
芬洛4,429羽4位 / 阿瑟泽里克4,712羽8位
威尔特1328羽4位 / 等……

孙代NL19-1248733获得
NPO沙隆433公里幼鸽3892羽亚军，
落后同鸽舍赛鸽

 MARS 父亲 

"16号"
(Der 16) DV01274-11-16    

2013年奥林匹克代表鸽 & 2012年全国鸽王7位

 VENUS 母亲 

"46号"
(Die 46) DV01274-13-46   

全国鸽王冠军和奥林匹克代表鸽 "大老板" 直女

"蒙托尔" (Menthol) MARS DV01274-2014-72"托尔斯滕" (Torsten) MARS DV01274-2014-71

同窝兄弟

沃夫冈.路伯原舍 沃夫冈.路伯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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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3,696羽冠军 / 德尔讷4,299羽6位
阿尔隆973羽10位

同窝在路伯鸽舍获得
2019年全国一
岁鸽组最佳鸽舍冠军功臣鸽
2019年全国雄鸽王9位
(13次参赛全部入赏)
希维德温3610羽冠军

魁夫兰10,570羽冠军
雷特尔535羽冠军
=雷特尔 4,206羽季军

 MARS 父亲 

"公正号父亲"
(Father Justify) NL16-1075816 

半省长距离鸽王亚军直子
‘托尔斯滕’X“银色梦想”的直孙

 VENUS 母亲 

"莉丝"(Liz) NL15-1234044 

获得平均9,500羽比赛亚军&季军
出自“安塔尔”X“黄眼号直女”

"公正号"
 (Justify) MARS NL17-1647713

"古斯塔沃"
 (Gustavo) MARS NL18-1459366

作出

 MARS 父亲 

"杰特半兄弟" (Halfbrother Jet) 
NL16-1075787

半兄弟 "杰特"，11343羽、7768羽、4692羽冠军
半兄弟 "沃尔塔" 342羽冠军和顶级种鸽

半兄弟 "特斯拉", 11745羽冠军 / 半兄姐 "105", 1916羽冠军
半兄弟 "好手19号"，顶级赛鸽/种鸽

 VENUS 母亲 

            "西格丽德" (Sigrid) 
NL14-1466920 

博斯托10739羽冠军

特洛伊371羽冠军/2485羽季军

圣斯323羽冠军/3083羽10位

 MARS 外祖父 

      "托尔斯滕"
(Torsten)

DV01274-14-71

路伯 "16" 直子，奥林匹克
代表鸽和全国鸽王7位

全国鸽王冠军和奥林匹克代表
鸽 "大老板" 孙代

 MARS 外祖父 

"银色梦想直子"
(Son Silver Dream)

NL12-1084516

出自当家种雌

 VENUS 外祖母 

      "黄金梦想"
(Golden Dream)
DV07237-11-1620 

KBDB全国鸽王冠军
"灰梦想" 直女

 VENUS 外祖母 

"灰鸽王直女"
(Dght. Blauwe As)

NL10-1117136 

兄姐获得2009年
NPO全国鸽王8、9位

“阿尔特先生”的父母/祖父母

    

NPO沙隆433公里
2315羽冠军

"阿尔特先生"
 (Mr. Aart) MARS NL17-1647606

"公正号" 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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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安塔尔" X 
沃克父子 "丝佳直女"

伊斯内8525羽季军
=落后2羽同鸽舍赛鸽
阿尔隆973羽9位

出自 "安塔尔" 
X沃克父子 "丝佳直女"

2019年WHZB/TBOTB
全国中距离鸽王10位
阿尔隆1,348羽冠军
阿尔隆855羽4位
阿尔隆606羽5位
奇梅1683羽16位
吉内普6676羽17位

"托尔斯滕" X "银色梦想" 配对的孙子

雷特尔1,494羽冠军
= 雷特尔7,115羽季军
圣斯4,118羽5位
阿瑟泽里克2,214羽9位
= 阿瑟泽里克11,343羽21位
赫斯登5,927羽13位
威城2,194羽32位
魁夫兰1,818羽36位
威尔特5,552羽46位

"托尔斯滕" x "银色梦想" 直孙女

雷特尔4,692羽亚军
通厄伦1,874羽亚军
威城11,040羽12位
雷特尔1,703羽14位
克莱蒙927羽14位

圣斯4,118羽31位
道夫尔2,356羽31位
摩林科4,815羽32位
阿尔隆7,113羽33位
比德尔11,145羽35位

"黄金梦想" 直孙女

NPO圣斯540公里3160羽4位
NPO奥赛尔572公里2611羽19位
吉内普12820羽2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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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雷克"
 (Jarek) MARS NL16-1075795

"黛丝丽"
 (Desiree)
 VENUS NL18-1459427

"沙里夫"
 (Sharif)
 MARS NL18-1459428

"帕蒂"
 (Patty) VENUS NL18-1459469

"安妮玛"
 (Anima) VENUS NL16-1075790

同窝

"公正号" 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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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圣斯540公里3160羽6位
雷特尔373公里4692羽4位
威城1105羽11位

外祖母“维多利亚”获得
NPO南图467公里3926羽冠军
领先7分钟

"安塔尔" 直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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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特洛伊3,783羽冠军

父亲半兄弟“扎克”:
雷米斯843羽冠军（领先3分钟）
NPO波治5,877羽6位
NPO吉恩4,911羽7位
NPO查特路1,268羽11位

"斯塔琳"获得NPO
冠军出现在电视上



"罗文"
 (Rowin) MARS NL17-1647562

"斯塔琳
母亲"
 (Mother Starling)
 VENUS NL17-1647638

"斯塔琳"
 (Starling)
 VENUS NL18-145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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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特尔1,133羽冠军
魁夫兰986羽冠军
=魁夫兰10,103羽12位
威尔特5,552羽8位
芬洛4,429羽9位

全兄弟 "公正号"
魁夫兰10570羽冠军
雷特尔535羽冠军
雷特尔4206羽季军

半兄姐作育子代 "莎莉"
NPO沙隆433公里3892羽冠军

母亲“莉丝”获得
特森德尔洛10314羽亚军
提尔堡8458羽季军

派翠克.布克斯X沃夫冈.路伯

芬洛4,429羽亚军
魁夫兰10,570羽6位,
落后5羽同鸽舍赛鸽
雷特尔1,703羽6位
海纳特5,447羽18位
雷特尔1,133羽19位
威尔特5,552羽25位
伊斯内8,525羽31位
韦尔万8,753羽34位
雷米斯8,183羽4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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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翠克.布克斯 X沃夫冈.路伯直孙

德尔讷4299羽冠军
威尔特11059羽季军，
落后2羽同鸽舍赛鸽
芬洛3696羽季军
吉内普6676羽7位

作育子代 "速度花"
尼尔尼斯10065羽5位，
落后4羽同鸽舍鸽
尼尔尼斯6829羽6位/592羽冠军
魁夫兰6091羽6位，落后5羽同鸽舍鸽
魁夫兰3325羽27位
爱亚卡普家族使翔

"安塔尔" 直女 
"莉丝" 的直子

"贾斯汀"
 (Justin) MARS NL17-1647567

"波尔"
 (Bor) MARS NL17-1647730

 MARS 父亲 

"派翠克直子"
(Son Patrick) NL17-1647677    

全兄姐获得平均+7,900羽1.-3.-3.-4.-6.-6.-8位
派翠克.布克斯X沃夫冈.路伯血统

 VENUS 母亲 

"杰特"
(Jet) NL15-1234091    

获得11,343 - 7,768 - 4,692羽3次冠军
出自“托尔斯滕”X“银色梦想”

"维克顿" (Viton) MARS NL18-1459293



今年86岁的沃夫冈.路伯使翔雷
德曼原舍鸽取得了成功！他获
得2019年全国一岁鸽组最佳鸽
舍冠军，而且雷德曼赛鸽为他
获得这项头衔立下汗马功劳。
下面是雷德曼赛鸽在路伯鸽舍
取得的部分顶级成绩：

自然沃夫冈.路伯对于他的赛
鸽战队中的雷德曼赛鸽非常满
意。“他们都非常非常好！我
一生中从很多比利时和荷兰优
秀冠军鸽友那里引进过鸽子。
但是总得来说好鸽子少，除了
詹森原舍鸽外，我都是让他们
全部参赛。可以说80年代的詹
森鸽、90年代的盖比和00年
代的里欧.贺尔曼之后，雷德曼
赛鸽已经成为我目前的主力参
赛血统。我一直都在寻找最好
的鸽子，对于我来说雷德曼赛
鸽就是当今世界最优秀鸽系之
一！”

雷德曼赛鸽是我鸽舍继
詹森兄弟、盖比和贺尔曼
之后成功的继任者。

     70

沃夫冈.路伯使翔
雷德曼赛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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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沃夫冈.路伯出售了全部种鸽，如今他的鸽舍仅有赛
鸽，雷德曼作育的赛鸽来到大师鸽舍参赛。沃夫冈：“我认识
雷德曼兄弟超过25年，我一直认为他们充满激情，而且天赋极
高。2016年将全部种鸽出售后，我决定使翔他们作育鸽子来
参赛。对我来说雷德曼兄弟就是荷兰顶级水平的鸽友，更为重
要的是，他们是我可以信任的人。从2017年开始我让安德烈
为我作育一些鸽子，他可以自己进行选择。他最了解自己的鸽
子。我更偏爱雄鸽，因为我只参赛雄鸽。”

5月11日  214 公里
1,187 羽冠军
NL17-1647691 ('莱莎兄弟') 

6月1日  284 公里
4,142 羽冠军 
NL18-1459373 ('莱莎兄弟')

6月9日  379 公里
3,610 羽冠军
NL18-1459367 ('古斯塔沃兄弟')

6月29日  379 公里
2,947 羽冠军
NL17-1647691 ('莱莎兄弟')

7月20日  379 公里
341 羽冠军
NL18-1459400 (出自 '105兄弟')

7月20日 379 公里
341 羽亚军
NL18-1459367 ('古斯塔沃兄弟')

8月11日 127公里
1,066 羽冠军
NL19-1248713 ( 出自 '安塔尔')
NL18-1459367获得2019
年德国全国鸽王9位 ('古斯塔沃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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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洛3,696羽冠军
德尔讷4,299羽6位
阿尔隆973羽10位

同窝在路伯鸽舍获得
2019年全国一
岁鸽组最佳鸽舍冠军功臣鸽
2019年全国雄鸽王9位
(13次参赛全部入赏)
希维德温3610羽冠军

范登布克X贺尔曼血统

威尔特729羽冠军 / =威尔特5,785羽亚军
威尔特5,552羽亚军 / =落后同鸽舍赛鸽
威尔特1,328羽季军 / 韦尔万8,753羽季军
魁夫兰10,570羽4位 / =落后3羽同鸽舍赛鸽
雷特尔1,703羽8位

"古斯塔沃"
 (Gustavo) MARS NL18-1459366

"存活号"
 (Alive) VENUS NL17-1647635

作出

 MARS 父亲 

"范登布克"
(Van Den Bulck) NL15-6208666    

出自“基特尔全兄弟”X“好红号全兄弟”
&“黄金里欧999号”配对直女

 VENUS 母亲 

"里欧.贺尔曼"
(Leo Heremans) BE15-6073306   

出自“博尔特全兄弟”X“吉伯特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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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 X "沃塔尔"

威尔特11,059羽亚军
(仅落后同窝)
奇梅9,460羽季军
阿尔隆2,859羽25位

出自 "鸽王820" X 
"道格拉斯姐妹"

威尔特11059羽冠军
阿尔隆763羽9位
=阿尔隆7113羽39位
威尔特5785羽21位
吉内普12820羽23位

"年轻花" 半姐妹（同母）
韦尔万联省7753羽冠军
威城1105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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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年轻红大头彩" X "白鸥"

2017年NPO全国速度鸽王10位
威尔特1,328羽冠军 / 阿尔隆973羽冠军
德尔讷4,299羽亚军
=落后同鸽舍赛鸽
赫斯登5,927羽9位
威尔特5,552羽9位
拉昂9,947羽11位

子代 “年轻麒麟花”:
韦尔万联省7,753羽冠军
威城1,105羽冠军

出自 "年轻红大头彩" X "白鸥"

赫斯登5,927羽4位
威尔特5,552羽7位
哈珀特5,572羽15位
威城2,599羽17位
布代尔11,145羽25位
赫斯登11,336羽28位

侄子(女)“年轻麒麟花”:
韦尔万联省7,753羽冠军
威城1,105羽冠军

作出

"道格拉斯
全姐妹"
 (Sister Douglas) VENUS BE15-6106975

"道格拉斯"
 (Douglas) MARS BE15-6106974

吉尔特.黑伦原舍

"瑞秋"
 (Rachel) VENUS NL18-1459287

"波妮"
 (Bonny) VENUS NL18-1459290

作出
吉尔特.黑伦原舍



出自 "派翠克" X "好花"

2019年短距离半省鸽王冠军
芬洛4429羽冠军 / 通厄伦770羽冠军
阿尔隆763羽亚军 / =落后同鸽舍鸽
通厄伦926羽4位
=落后3羽同鸽舍鸽
德尔讷4299羽5位
阿尔隆855羽7位
威尔特11059羽15位

出自 "派翠克" X 佛斯特腾的 "捷豹004直女"
通厄伦地区冠军/565羽亚军
威尔特11059羽14位 / 威尔特5785羽28位
芬洛1014羽36位

同母半兄姐在路伯鸽舍获得
诺伊克洛斯特127公里1066羽冠军

佛斯特腾的“捷豹004”获得
2017年布鲁塞尔奥林匹克比利时速度代表鸽冠军

出自 "派翠克" X "黄金王子直女"

NPO查特路731公里2943羽7位
NPO特洛伊509公里2485羽17位
NPO洛利斯597公里1956羽47位
威尔特1328羽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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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羽数冠军顶级收藏拍卖
上线：2019年11月4日 / 结拍：2019年11月17日

"艾娃"
 (Eva) VENUS NL18-1459568

"激情"
 (Passion) VENUS NL16-1075846

"希薇娅"
 (Sylvia)
 VENUS NL18-1459356

本场拍卖会由PIPA组织，您可以访问www.pipa.be网站，点击“正在拍卖”了解。

所有拍卖鸽都有专业照片、血统书和详细信息描述。更多信息，请通过下列方式联系我们：

* 中文服务专线:
中囯: 微信ID: gsmd6955 昵称: 歲月入禪

刘建明: 18631917485（微信）
台灣: 0919 947 612 / 0920 356 927

Line ID: maggiehsiao618 及 chris77927

* 中囯/台灣總代理: 卢娜 
中囯: 136 0041 4206 微信 ID: Luna2669
台灣: 0963 388 519 Line ID: Luna8519

* 中囯代理: 项骥翔 133 1680 9999
微信ID: 13316809999

“斯塔林”(Starling) 
 NL18-1459308 
 NPO特洛伊509公里3,783羽冠军

“阿尔特先生”（Mr. Aart） 
 NL17-1647606
 NPO沙隆433公里2315羽冠军

“瑞秋”（Rachel）
 NL18-1459287
 威尔特161公里11059羽冠军

“公正号”（Justify）
 NL17-1647713
 魁夫兰314公里10,570羽冠军
 雷特尔374公里535羽冠军

“艾娃”（Eva）
 NL18-1459568
 2019年半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芬洛136公里4429羽冠军
 通厄伦212公里770羽冠军

 “好花直女589”（Dght. Goed Grijs）
 NL17-1647589
 海纳特235公里5,447羽冠军
 奇梅322公里1464羽冠军

“维顿”（Viton）
 NL18-1459293
 德尔讷 4,299 羽冠军

“古斯塔沃”（Gustavo）
 NL18-1459366
 芬洛136公里3,696羽冠军

“道格拉斯姐妹”（Sister Douglas）
 BE15-6106975
 2017年NPO全国短距离鸽王10位
 威尔特161公里1328羽冠军
 阿尔隆327公里973羽冠军





因特维尔德街 18号 9910 克涅瑟拉尔（比利时）
电话: (+32) 9374 3887  电邮: sales@pipa.be

www.pipa.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