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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结束
5月初我接到了来自盖比的电话，他让我尽快过去一趟。这时候
我还不清楚他的来电所为何故。第2天我和托马斯赶到登特海
姆，我们得知盖比的医生要求他停止养鸽。盖比的妻子克里斯
蒂娜也在那里，她说为了避免肺部受到更多损伤，盖比必须做
出这个异常艰难的决定。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PIPA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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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与盖比、克里斯蒂娜和女儿艾尔斯
的一次深入交谈，我和托马斯只是静静聆
听，或者至少我们努力保持安静，因为此时
我们的心情都难以平静。我们此时还没有完
全意识到5月3日这个电话带来的影响，直到
我写作此文的2018年7月24日，我的思绪仍
然没有平静：比利时赛鸽运动最伟大的传奇
将不再养鸽，他的赛鸽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深
远影响。这就像梅西或者贝利，突然决定结
束自己的足球生涯，他们都是当时代最伟大

的人物。
盖比一直都是信守承诺的人：如果他做出了
决定，便不太可能改变想法。结束赛鸽生涯
的决定最终做出，登特海姆将不再保留任何
一羽有生育能力的鸽子。只有少数无法作育
后代的鸽子将被留在登特海姆度过余生，盖
比对他们都是用情至深的。
盖比平时言语不多，但是思路清晰。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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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迈出的第一步心怀感激：他让PIPA将自己
毕生的心血带到全世界，他相信这是对他赛
鸽生涯最好的告别。经过首次交流后，我们
很快了解到他做出这个决定绝不轻松—不论
从理性还是感性角度来说，都是如此。尽管
盖比仍心系赛鸽运动，他
的医生很明确地告诉他如
果继续比赛，后果将非常
严重。
我们谈到他做出决定后的
感受，对于赛鸽他非常依
恋，我们也谈到了拍卖会
实际组织方面的问题。他
希望一切都能够得到完美
地组织，细节到位。这是
盖比本人的一贯标准。

的鸽子上线在线拍卖会成为我们最重要的事
情。近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组织众多拍卖会，
我们也出售了一些梦幻级鸽子，新的记录一
直在被创造，尽管这并非我们的真正目标。
努力发现独一无二的赛鸽一直都是我们真正
的热情所在。

"这必将成为我
们最特别的一
场拍卖会"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

PIPA从一家赛鸽媒体起步，几年后我才开始
涉足赛鸽销售，我很快意识到特别的鸽子是
我主要的动力。想到那些超出平均水平的独
一无二的赛鸽，全世界都在追求的超级鸽。
后来我的弟弟加入到PIPA后，挑选最优秀

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最特别的
一场拍卖会，也是赛鸽运动
历史上最特别的拍卖会。这
是一个人毕生的心血，他极
大地改变了我们这项运动的
未来，在此之前没有人能够
做到。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盖比.凡德纳比和托马斯.
吉塞布赖特达成全舍拍卖合作决定后

盖比，我们很自豪能够为您
完成这个项目，我们真诚地
希望这场拍卖会取得成功，因为这是非常特
别的时刻，不仅对于我们。对于您，这也将
标志着您的赛鸽生涯的结束。
我们希望您告别赛鸽运动后，快乐幸福，长
寿安康。祝您一切安好！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
(Nikolaas Gyselbrecht)
PIPA CEO 和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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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优秀赛鸽可以在此列出，还有盖比鸽舍的主要种鸽之间也有很多联系。
在本图表中，我们列出了最重要的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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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凡德纳比…
谁与争锋？
纵览国际鸽坛，在400-800公里比赛中，你能够说出比盖比.范德
纳比更加成功的鸽系吗？对于我们来说，还没有这样的鸽系，甚至
没有其他鸽系能够与这支大师鸽系接近。
全世界没有其他鸽舍能够比高贵的盖比鸽
系作育更多冠军后代。他们不断的将杰出
的比赛取胜能力传递给后代。这也是这支
鸽系能够远远超越对手的原因，也因此盖
比鸽系一直深受鸽友追捧。

 1976:成功故事的起点
盖比的赛鸽生涯并不缺乏辉煌，事实上
我们很难将这些时刻都诉诸文字。他的
成绩被全世界媒体赞誉众多，我们相信
几乎每个人都能对他的成绩如数家珍。
1979年，当盖比和妻子克里斯蒂娜搬
家来到登特海姆的沃特海姆大街现在

的住处时，没有人会想到这里将成为赛
鸽运动一段梦幻成功故事的起点。首
先来到盖比鸽舍的赛鸽来自父亲詹提
（Gentiel），他当时是西法兰德省的中
距离冠军鸽友。詹提鸽系主要以诺克勒
的凡利尔.戴斯美特-马太伊斯（Valere
Desmet-Matthijs）、莫斯莱德的波尔-波
斯汀（Pol Bostijn）及代因泽的路西恩勃斯翠特（Lucien Verstraete）为基础
血统，他们成为后来盖比成功的重要起
点。在盖比鸽舍发挥重要作用的3支血系
分别是基础种鸽“娇小号”, “爱咬号”
（Bijter）和“伟大号”（Groten）。

世界最成功的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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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娇小号”（Kleinen BE81-3238253）在
鸽系后来的成功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他的
育种成绩时至今日仍在出现，现在距离他出生已
经过去超过37年。事实上盖比所有国际冠军都与
他的血统有关系，包括“白腹号”、“闪电号”
、“鲁迪”和新一代种鸽。他们让盖比.凡德纳比
成为一代大师，成为赛鸽运动的伟大英雄之一。
 超级明星的成绩单
1988-2018年7项全国冠军、100项全省冠军

 盖比与父亲詹吉，
父亲在盖比年轻
时提供不少帮助

 父亲詹吉.凡德
纳比是一位拥
有顶级品质鸽
系的赛鸽高手

他很快发现自己的鸽系比新引进的长距离鸽表现
更好。他便决定仍然使用自己的鸽系参加长距离
赛，特别是基础种鸽“娇小号”血系。他的战队
的表现甚至比以前更好，成绩单上的重量级佳绩
也变得更多。
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当时盖比并
没有意识到，但是正是得益于他的对手，盖比赛
鸽才能够成长为世界广泛认可的鸽系，在更长距
离（500-800公里）比赛中取得的出色成绩，为
他们赢得了至高声誉。1985年7月初，盖比战队
在利蒙治全国赛收获了首项重要成绩，盖比取得
全国赛亚军和10位。“娇小号”的
直子 “费德尔”（Fideel）距离首
项全国赛桂冠也只是咫尺之遥，备
受期待的全国冠军很快即将到来。

很小盖比便在父亲鸽舍开始参与赛鸽运动，当时
父亲拥有一支顶级品质鸽系。因
此1976年盖比拥有他需要的一
切来正式开始独立参赛，他从父
亲那里得到了大量宝贵建议，当
然还有一些好鸽。 很快盖比便
开始在所在地区的中距离比赛中
占据统治地位。事实上他的实力
很强，很多对手决定搬到其他地
盖比.凡德纳比
区参赛，只为了避免与超强实力
的盖比战队正面交锋。很快周围
地区很多比赛便开始禁止登特海
姆鸽友参加，这不得不说非常遗憾。作为鸽友对
此你无能为力，盖比没有选择，只得在1985年
退出中距离比赛。他开始另辟蹊径，参加全省和
全国中距离比赛及当日归长距离赛（400-800公
里）。此时盖比已经开始做出一些投资引进，但

"父亲的知识
经验对我影
响深远"

最终盖比在1988年凭借“兰博”
（Rambo）赢得首项全国赛冠军，他
取得波治全国赛成鸽13154羽冠军。
这是7项全国冠军的第1项，也是战
队步入成功节奏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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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腹号"让盖比.范德纳比成为超级明星

我们回到1988年，传奇种鸽“白腹
号”出生。这也是“娇小号”、直子“
白腹号”和直孙“闪电号”的血系传奇
的起点。他们都成为写入赛鸽运动史册
的标志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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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腹号”
获得3项全
（联）省冠军
成为当时赛鸽
报纸的热点新闻

在“白腹号”的帮助下，盖比开始在
长距离赛也占据统治地位。他的3项全
（联）省成为赛鸽杂志竞相报道的热
点。同时“白腹号”也成为同世代最
优秀的热门赛鸽之一。这羽冠军鸽也
让盖比成为世界级超级明星，从1988
年至1990年“白腹号”都是处于领先
地位的种鸽之一，还有他的叔叔“最
爱号”（ Favoriet 155/86），“爱咬
号”直子，“白腹号”母亲“富莉卡”
（Flicka）的半兄弟。“最爱号”成为
1989年西法兰德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他获得波提尔全省亚军、安格拉姆全省
亚军和杜尔斯全省亚军等佳绩。他绝对
是一羽真正的冠军鸽。
使用伟大冠军鸽作育后代一直都是成功
的关键，这些后代组成实力鸽系并带来
了稳定的成绩。“白腹号”在结束辉煌
赛鸽生涯后，顺理成章地在种鸽舍得到

了一席之地，而且他很快便成为战队的
新基础种鸽。
有些人可能会想赛鸽战队的成绩会因
此而受到影响，但后来的事实并非如
此：一支新冠军战队已经准备好接替“
白腹号”的角色。“涡轮号”（Turbo
BE90-3119128）就是战队的新明星之
一，他出自基础种鸽“娇小号”与“乔
治雌”（Georgette）的配对。这羽顶
级赛鸽获得布瑞福全国5132羽亚军、
全省2197羽4位和利蒙治全国10291羽
50位、全省2767羽32位，他最终凭借
这些成绩获得1993年KBDB西法兰德省
长距离鸽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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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0年全国中距离鸽王头衔的实际冠军。
1994年他继续延续出色状态，获得波提尔全省
2971羽22位、利蒙治全省2487羽5位（6月27日）
他之所以最终失去鸽王头衔，仅仅因为盖比让他上
、利蒙治全省1630羽5位和全国8362羽31位（7月
笼了派利奎赛，这场比赛与波治赛同周末开战。但
9日），他也最终获得KBDB西法兰德省长距离鸽王
是不同于波治赛，派利奎赛并不在鸽王评选积分计
亚军。最终“涡轮号”也成为一羽天赋种鸽：
算范围之内。但是不必为此忧心：“闪电号”后来
我们可以想到鲁迪.狄萨尔的顶级配对“派利奎”
迅速成为世界级种鸽，他凭借自己
（Perigueux， “白腹号”直孙）
的育种实力成为世界最著名种鸽
X“柯莉”（Corry，“涡轮”直
之一，从而弥补了此前痛失鸽王的
女）。他们作育多羽孙代获得全国
"白腹号是1988遗憾。
冠军并成为顶级品质长距离鸽。

1990赛季最为耀
这时候另一羽铭鸽“朗克”（Ron还有一些出自该世代的著名赛鸽和
ker BE91-3204052）脱颖而出。
种鸽值得一提，因为他们都在盖比
眼的名字"
这羽冠军鸽的比赛成绩同样不俗，
鸽系取得国际成功过程中扮演着重
盖比.凡德纳比
取得1994年KBDB西法兰德省鸽
要角色。
王冠军，还获得1995年利蒙治全
国8883羽冠军。我们来到1995
-“海王星”（Neptunus
年，“费德尔”的直孙“灰费德尔”（Blauwe
BE99-3199708），“娇小号”直孙，
Fideel BE93-3050068）开始发挥，赢得了布瑞福
作育直子“狮王”获得杜尔斯全省冠军，
全国成鸽4179羽冠军和布瑞福全国2岁鸽3970羽
孙代“费舍尔”获得阿让全国冠军、
冠军（661公里）。 战队继续高水平状态发挥，
“葛罗莉亚公主”获得盖雷全国冠军
“白腹号”继续在比赛和育种舍留下自己的印记，
-“皇家灰”（ Royal Blue
又一羽直子谱写了新的成功篇章，这就是“上校
BE05-3006583），“白腹号”
号”（Kolonel BE92-3233008）：他获得查特路
的另外一羽直孙，作育直女“葛罗莉亚”
全省7793羽冠军、奥尔良全省一岁鸽1413羽亚
获得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直孙女
军、布洛瓦全省3026羽12位、杜尔斯全省3152羽
“葛罗莉亚公主”获得盖雷全国冠军。
54位和利蒙治全国大区6018羽37位。
-“白腹号姐妹”（ Zus Wittenbuik
BE92-3349996): 直子“詹姆斯.庞德”
“上校号”本身在1998年赢得极高声誉，
（ James Bond BE01-3031007）
他为盖比鸽系作育了新标志鸽：现在的传奇
获得波治全国一岁鸽13166羽冠军。
“闪电号”（ Bliksem BE98-315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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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盖比和全世界众多鸽舍（查看援外成绩单）
来说，“闪电号”为成功新篇章奠定了基础。在
新世纪到来之际，他的世界级种鸽，也是当今鸽
舍当家种鸽，5星级种鸽“鲁迪”（ Rudy BE063008003）出生，还有他同样著名的直子“超级
罗密欧”和“新闪电号”。这是盖比辉煌赛鸽生涯
的最终篇章，我们对此非常熟悉，而这一切都要从
传奇基础种鸽“娇小号”开始。
“娇小号”是战队的领导者，这羽新基础种鸽在
国际鸽坛深受欢迎。这支鸽系拥有超凡的育种能
力。他的血系是1988至2018年间7项全国冠军，
还有100项全省冠军的源头。下面是全部7项全国
冠军：
1988年波治全国成鸽 13,154羽 冠军
1995年利蒙治全国成鸽 8,883羽 冠军
1995年布瑞福全国成鸽 4,719羽 冠军
1995年布瑞福全国2岁鸽 3,970 羽冠军
2002年波治全国1岁鸽 13,166羽冠军
2010年亚精顿全国成鸽 7,358羽 冠军
2014年图勒全国1岁鸽5,731羽冠军

 幸运，巧合还是灵感？
盖比是否拥有一些其他人没有的能力呢？他对赛鸽
的认识比起对手更加深刻吗？他能够让自己的鸽系
始终在高水平发挥，这样的能力备受鸽友推崇。他
10

总在寻求并且培育战队新的领导者，新基础种鸽。
这是巧合或者运气，还是这些都来自于他对赛鸽的
良好直觉？盖比依然相信“新闪电号”未来的育种
成绩肯定会超过他的父亲“鲁迪”和祖父“闪电
号”。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了，尽管这一切
都无法在登特海姆见证。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
定的：盖比很少犯错误。
另一个特别事实是战队的重要成员都直接与“娇小
号”血系有关。基础种公“娇小号”、直子“白腹
号”和直孙“闪电号”的血系延续到“鲁迪”、“
超级罗密欧”和“新闪电号”。换句话说，育种统
治力在直线延续着。
 顶级鸽系体现在成绩中
真正的顶级鸽贯穿在赛鸽运动的始终，
他们一直都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没有他们，你无法在几乎40年内始终保持高水平
发挥。一支顶级鸽系来自严格的汰选！盖比作为鸽
友，在最初5年内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种鸽，“娇小
号”是盖比战队的首羽天赋种鸽，他绝对是非凡的
一员。
在证明自己之前，赛鸽从来不会得到过任何特别照
顾。他们就是要通过参赛接受测试，这是盖比从父
亲那里学到的，当初父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鸽友，
他对自己的赛鸽非常严格。

 等鸽归来

他要求自己的赛鸽能够在艰苦的天气下仍然能够取
得佳绩，分速要在1200米/分左右。无法达到标准
的赛鸽将被直接淘汰。这就是他最重要的财富：严
格汰选是通向成功的关键，盖比仍然在沿用同样的
方法。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他挑选拥有良好比赛状态的赛鸽，没有风或者逆风情况下，
分速通常要达到1200-1300米/分。赛鸽就是为了赢得比赛，
而为了取胜，你要拥有能够领先对手的赛鸽。这类赛鸽只能在逆
风比赛中发现，他们需要能够离开大群独自飞行取胜。
这样的赛鸽年轻时便能在育种舍得到机会。 “白腹号”
（3次联省冠军）、“闪电号”和“鲁迪”，后来的
“超级罗密欧”和“新闪电号”都是如此。
盖比也一直在寻找新的引援，对于新的潜在引进鸽，
他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要求赛鸽能够在艰苦比赛
条件下取得佳绩。他也希望引进鸽的育种能力经过
证明，他喜欢与自己的鸽系有血缘关系的赛鸽。
他们的后代会参加很多不同的比赛进行测试，
然后他才将新引进鸽融入到自己的现有鸽系。
他喜欢体型中等、羽毛柔软、翅膀强壮、
主羽长窄且顶端圆润的鸽子，尽管育种舍拥有不同体
型的种鸽。体型相似的种鸽收藏，他便没有必要在配
对的时候考虑体型的搭配。

真正的优胜
赛鸽，在逆风
赛中证明自己。
盖比.凡德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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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1988

1998

2006

"娇小号"

"白腹号"

"闪电号"

"鲁迪"

‘Kleinen’
 BE81-3238253

‘Wittenbuik’
 BE88-3206112

‘Bliksem’
 BE98-3158062

"娇小号"

‘Rudy'
 BE06-3008003

2013

"新闪电号"

‘New Bliksem’
 BE13-3056024

‘KLEINEN’  BE81-3238253

绝对镇舍种鸽，登特海姆的王中王!
自“娇小号”在登特海姆诞生至今，已经过去37个年头了；而他的后
代鸽，依然在全球各项比赛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娇小号”王朝，一
个赛季接一个赛季地，涌现出新的赛事优胜者与鸽王；为盖比.凡德纳
比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这是一个拥有世界级育种潜质的血系！
“娇小号”是盖比鸽舍第一羽天才种鸽，
万里挑一的那种！实际上，他从未上笼参
加过比赛。这其实是与盖比大师自己的
育种原则相悖的，但是这样做是有原因
的，“娇小号”出生时的环境很特殊。只
能说是巧合或者运气！

羽毛柔软、翅膀极好的聪明鸽子
盖比.凡德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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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小号”的父亲“爱坐号”(ZitterkeBE80-4055428)，是盖比从鸽友约瑟夫.狄
路德(Jozef Delodder)借了一小段时间。盖
比对“爱坐号”的赛飞成就，印象非常深
刻。其中一项成绩是，在奥尔良赛炎热、
强逆风的艰难条件下，他一骑绝尘。但还

有一个问题，盖比很难想出一羽适当的雌
鸽，来配这羽新获得的明星。他的一个好
朋友决定挺身而出，帮下他：吉伯特.范派
瑞斯(Gilbert Van Parys)愿意将他的超级雌
鸽“小艾美”(Ameyke BE77-33064419)
，借给盖比，而不要任何回报。“小艾
美”是杰出镇舍配对：“安格拉姆”X“
小艾美”的配对雌鸽。这个配对作育的子
代与孙代，已经获得了多个鸽王和全国冠
军奖项。在吉伯特.范派瑞斯全舍拍卖会
之后，这个配对已经转到了克诺克.海斯
特(Knokke Heist)的诺曼(Norman)团队鸽
舍。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因此，超级种母“小艾美”与“爱坐号”配上了对。
那时候，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个配对会成为世界上最
成功的鸽系的主要支柱之一。“爱坐号”X“小艾美”
能有如此成就，并非只是运气使然，而是2羽超级种鸽
的结合。这个结合很快就获得了成功。世界著名的
“娇小号”是他们最重要的后代！不要误会，虽然
“娇小号”在荷兰语中是小的意思，但是说的并不是
他的体态。实际上，“娇小号”是中等体型的雄鸽。
正是“娇小号”推动着这个团队，走向了顶峰，使盖
比可以成为比利时最重要的鸽
友之一，并可以一直延续，
直至职业生涯落幕为止!

"我的成功从始
至终都离不开
娇小号的贡献"

一开始，“娇小号”配的是盖
比父亲詹提(Gentiel)的“年轻
好雌76”(Goedjong 76)。这
个配对，马上就出了成果：育
种第一年，他就作出了“皮卡
诺”(Picanol)，接着是“费德
盖比.凡德纳比
尔”(Fideel)。这只是开端，
紧接着他又作育了众多冠军赛
将与标志种鸽。其中，“白腹
号”成为了镇舍种鸽“娇小
号”最为声名远播的直子。他最出名的子代包括：
-“皮卡诺”(Picanol)BE82-3258240: 1983年KBDB西
法兰德全省一岁鸽王冠军
-“费德尔”(Fideel)BE83-3105147: 1985年利蒙治全
省冠军，及全国6,911羽亚军。“费德尔”的孙代“
灰费德尔”(BlauweFideel BE93-3050068)获得了：
布瑞福全国成鸽组4,719羽冠军以及 全国2岁成鸽组
3,970羽冠军
-“白腹号”(Wittenbuik) BE88-3206112: 安格拉姆联

省2,450羽冠军, 利蒙治联省2,309羽冠军，以及波提
尔联省2,713羽冠军。“白腹号”后来作育了直子
“闪电号”!
-“涡轮号”(Turbo) BE90-3119128: 1993年KBDB西
法兰德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以及1994年KBDB西法
兰德全省长距离鸽王亚军(仅落后同舍鸽)。他作育子
代获得杜尔斯全省3,366 羽冠军
-“沃夫岗”(Wolfgang) BE91-3204047: 作育子代
“海王星”与“神鹰”(Condor)
-“白腹号全妹”(ZusWittenbuik): BE92-3349996:
作育子代“詹姆斯.庞德”(James Bond BE013031007)获得波治全国13,166羽冠军
- “娇小号”还作育了“杜克斯”(Dokus), “公牛”
(Stier), “圣婴”(Bambino), “唐璜”(Don Juan),
“娇小国王”(King Kleinen)等优秀子代。
 以下是他的一些最出名的孙代代表：
-“詹姆斯.庞德”(James Bond)BE01-3031007:
波治全国 13,116羽冠军
-“海王星”(Neptunus) BE99-3199708:
鲁飞全省1,600羽亚军, 查特路全省4,221羽8位，
他还作育了以下子代：
*“狮子王”(Lion King): 杜尔斯全省2,045羽冠军
"间谍" (Spy): 2010年南非太阳城百万美金大奖赛亚军
*“巨人”(Goliath): 作育子代“费舍尔”获得阿让-波
尔多全国5,507羽冠军(伯特.凡登伯格使翔)
*“卡磅”(Kapoen):作育子代获得2014年盖雷全国一
岁鸽9,754羽冠军(伯特.凡登伯格使翔)
等等...
“娇小号”的名号，贯穿于盖比.凡德纳比众多成功故
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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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1998

2006

"娇小号"

"白腹号"

"闪电号"

"鲁迪"

‘Kleinen’
 BE81-3238253

‘Wittenbuik’
 BE88-3206112

‘Rudy'
 BE06-3008003

‘Bliksem’
 BE98-3158062

"白腹号"

2013

"新闪电号"

‘New Bliksem’
 BE13-3056024

‘WITTENBUIK’  BE88-3206112

世界鸽坛无以伦比的赛将与种公！
“白腹号”是盖比.凡德纳比赛鸽生涯中最为知名、最卓越的冠军
鸽。“娇小号”是鸽友们心中完美的鸽子，具有真正独特的育种潜
力。他在1995年春天过世，鸽龄为14岁，这对盖比的育种舍来说，
是极大的损失。毕竟，这样卓越的赛种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说实话，在整个赛鸽生涯中，能够有幸遇
到这样的一羽鸽子，即便仅仅只有一羽，
鸽友都会感到三生有幸。而盖比非常幸
运，他马上等到了一羽同样有着卓越品质
的继任者：“娇小号”的镇舍种公的地位
很快为其作出的直子所接替，这羽鸽子就
是传奇种公“白腹号”。

你可以马上觉察到，
他拥有一些非常特别之处。
盖比.凡德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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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腹号”是实力赛将，他曾荣获3个
联省冠军（无重复计算）。在育种价值
上，他也显露其天赋异禀。“白腹号”
出自“娇小号”x“富莉卡”(FlickaBE87-3008002)。“富莉卡”是凡德纳

比舍内顶尖鸽“爱咬号”之直女，“爱咬
号”(Bijter BE80-3250688)曾连续三周获
得3个奥尔良冠军。

"白腹号"

‘‘Wittenbuik"

获得：

波提尔联省 2.713羽冠军
安格拉姆联省 2.450 羽冠军
利蒙治联省2.309 羽冠军.
波提尔联省1.435 羽亚军.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白腹号”与不同雌鸽配对，都作出了卓越的赛鸽和
超级品质种鸽。“白腹号”的后代多年来，不论是在
登特尔海姆的盖比鸽舍还是在世界各地都有着出色的
表现。因而很难说，“白腹号”与哪羽雌鸽的配对的
育种成绩最为靓丽。他和一些配对雌，比如“莫莉丝
卡”、“法兰寇丝”、“小全省雌”（“涡轮号”之
直女）和“小公主”等都作出了天赋鸽。
“白腹号”有两羽子代在世界鸽坛享有极盛的声誉，
这两羽鸽子是“上校”和“多萝丝”。
-“上校” (Kolonel BE92-3233008): 出自“白腹
号”x“小公主”（“皮卡诺”的直女）。因而“上
校”是镇舍种公“娇小号”的回血鸽。他传承了其
血脉中的卓越基因，和“白腹号”一样，赛场表现
卓著，荣获：1995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利
蒙治全省2,762羽冠军、查特路全省7,793羽冠军和
奥尔良全省1,413羽亚军。“上校”作为种鸽，和“
丽塔”(Rita)配对尽显其育种价值。“丽塔”是诺
尔.利本斯“活力号”的一羽直女。“活力号”曾荣

获199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上校”和“
丽塔”在1998年首次配对，很快成为盖比.凡德纳比
舍内新一代的标志性种鸽配
对，并且作出了其后成为传
奇铭鸽的“闪电号”（后文
对“闪电号”会有详述）。

"他是我赛鸽
生涯中最伟大
的冠军鸽"

-“多萝丝”(Dolores BE953332945): “上校”的一
羽全姐妹。她与“闪电号”
配对，作出了“年轻闪电
号”BE01-3266512。“年
轻闪电号”后来成为杨.胡
曼斯的镇舍种公，作育了当
今世界鸽坛赫赫有名的“哈
利”。“哈利”荣获2009
年WHZB全国长距离当日归鸽王冠军。

盖比.凡德纳比

关于“白腹号”，
还有一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白腹号”算不算盖比.凡德
纳比团队历史上最棒的种鸽呢?
通过其最为著名的孙代“闪电号"，
他的无以伦比的育种价值正在
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上校号 "在1998年开始闻名，
当年他作育了现在的传奇种鸽" 闪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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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小号"

"白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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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赛将，也是超级明星种鸽！
我们介绍了“娇小号”(Kleinen)和他的直子“白腹号”
(Wittenbuik)，现在轮到“闪电号”来接替盖比的整个育种舍，
他是“白腹号”的直孙。“闪电号”本身也是一羽卓越的赛将，
在育种舍取得一席之地之前，他在赛鸽舍已是名声大振。
“闪电号”出自“上校”(Kolonel,“白腹
号”直子)X“丽塔”(Rita) BE93-3354340
，“丽塔”的父亲“活力号”(Vital) BE883389798荣获199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
王冠军（利本斯.诺尔/Noel Lippens使翔)。

"他本可以赢得2000
年全国中距离头衔"
盖比.凡德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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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是“闪电号”最辉煌的赛季。他其
实完全可以赢得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的殊
荣，但是却出了问题：2000年7月30日，
他上笼参加了派利奎赛而不是波治赛，取
得全省1,119羽5位的成绩。但是，当日的
波治赛却是唯一可以评选KBDB全国中距离

鸽王最佳鸽舍头衔的赛事。这是相当不
幸的！

"闪电号"

‘Bliksem’

获得

波提尔
查特路
鲁飞
派利奎
波提尔

全省
全省
全省
全省
全省

1,488羽 冠军
4,662羽 亚军
1,778羽 4位
1,119羽 5位
2,975羽 8位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然而，“闪电号”依然以他
的最低比赛系数，成为最佳
鸽舍奖荣誉上的功臣，
只是他从未获得过全国奖
项。

-“超级罗密欧”(Romeo Super) BE12-3088052: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闪电号”没有继续参赛来
弥补他比赛生涯中的遗憾，
而是作为种鸽来发挥他的极
盖比.凡德纳比
致，传承他的优秀基因！他
作育的子代和孙代，不仅在
比利时，而在世界各地都表
现出色，震撼鸽坛。直至2018年，“闪电号”血
系仍然在众多的全国和国际大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在大师盖比.凡德纳比自己的鸽舍中也各自独领
风骚！

结论：荷兰最著名的冠军鸽之一是杨.胡曼斯的
“哈利”(Harry)，荣获2009年WHZB全国长距离
当日归鸽王冠军。他也是传奇种鸽“闪电号”
的一羽孙代。

"新闪电号" 将来
极有可能超越他
的父亲 "鲁迪"
和祖父 "闪电号"!

-“新闪电号”(New Bliksem) BE13-3056024:
2014年图勒全国一岁鸽5,731 羽冠军

这无疑是一个神奇的基因传承，一个冠军血系！

在这个成功的血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的鸽子之一
是“闪电号”的直子“鲁迪”(Rudy)
BE06-3008003，他是登特海姆(Dentergem)
育种舍中的一羽新生代明星鸽。他的优秀基因完全
传承到了他的两羽超级子代中：

克里斯蒂娜和盖比.凡德纳比。 
克里斯蒂娜一直支持着盖
比并积极帮忙打理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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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良好的凡德纳比鸽舍,
位于比利时东西法兰
德交界的小村登特海姆

1998

2006

"闪电号"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Bliksem’
 BE98-3158062

2013

"新闪电号"

‘New Bliksem’
 BE13-3056024

"闪电号"

‘BLIKSEM’  BE98-3158062

父亲: “上校”(Kolonel) BE92-3233008 传奇鸽“白腹号”(Wittenbuik)直子
母亲: “丽塔”(Rita) BE93-3354340 出自“活力号”
(Vital): 199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利本斯.诺尔使翔）
 "闪电号"一些著名子代(超级赛将/种鸽):

 "闪电号"一些优秀孙代:

-“鲁迪”(Rudy) BE06-3008003: “闪电号”
世界最著名直子，作出子代“超级罗密欧”
(Super Romeo)和“新闪电号”(New Bliksem)
-“帅气闪电号”(Schone Bliksem) BE05-3224593:
作出子代“神奇先生”(Mr Magic)…
-“杰森”(Jason) BE05-3006503: 荣获布洛瓦163羽冠
军&布洛瓦全省1,085羽5位等，优秀种公
-“兰博2号”(Rambo II) BE02-3255937
-“丽莎”(Lisa) BE04-3069722: 作出子代“齐娅娜”
(Kiana, “新闪电号”之母)
-“海伦娜”(Helena) BE06-3008013:
盖比.凡德纳比超级种母
-“灰长官”(Captain Blue) BE05-3006555:
为 可&吉尔特.范兰特翰作出子代“小莉”
(Lieske)和“奥兰多”(Orlando)
-“莫娜”(Mona) BE04-3069721: 子代“葛萝莉娅”
(Gloria)荣获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闪电号回归”(Returned Bliksem) BE05-3006569:
孙代荣获2014年图勒成鸽冠军(巴特-狄布喜)
-“年轻闪电号”(Jonge Bliksem) BE01-3266512:
作出子代“哈利”(Harry, 杨.胡曼斯传奇鸽)
-“海啸号”(Tsunami duivin) BE04-3230937:
孙代荣获2018年巴塞罗那国际冠军(福雷迪.狄杰克)
等等…

-“超级罗密欧”(Super Romeo) BE12-3088052: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新闪电号”(New Bliksem) BE13-3056024:
2014年图勒全国一岁鸽5,731羽冠军
-“神奇先生”(Mr Magic) BE07-3199999:
盖比.凡德纳比超级种公
-“盖比国王”(King Gaby) BE07-3034700:
吉瓦特-兰努超级种公，作出9羽鸽王子代
-“葆拉”(Paola) BE09-3095001:
2010年亚精顿全国一岁鸽7,358羽冠军
-“闪电女孩”(Bliksemgirl) BE09-3149960: 子代
“最爱号”(Favoriet) BE11-3123742 (鲁迪.狄萨尔)
荣获：2015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全省冠
军、2015年利蒙治II全国8,303羽冠军、
2014年利蒙治I全国18,390羽亚军
等等…

这些鸽子大部分在登特海姆育种舍中都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很多后
代也将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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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1988

1998

2006

"娇小号"

"白腹号"

"闪电号"

"鲁迪"

‘Kleinen’
 BE81-3238253

‘Wittenbuik’
 BE88-3206112

"新闪电号"

‘Rudy'
 BE06-3008003

‘Bliksem’
 BE98-3158062

"鲁迪"

2013
‘New Bliksem’
 BE13-3056024

‘RUDY’  BE06-3008003

当前种鸽舍的明星
“鲁迪”的赛鸽生涯很短暂。他在一岁鸽首次参赛时就展示出非凡的实
力，同时，这也成为了他最后一个赛季。他的父亲“闪电号”不能再生
育了，因此盖比决定立即将“鲁迪”从赛鸽舍转至种鸽舍。这是盖比大
师的又一壮举，也展现出了他的识鸽慧眼：“鲁迪”最终成为了盖比.凡
德纳比鸽系的新领军鸽。
“鲁迪”出自“闪电号”x “小卡特”
(Kaatje BE00-3195099)。“小卡特”是
库尔斯-布兰克超级雌“小碧”(Bieke)及瑞
克.库尔斯的波治全国冠军之父“100号”
（De 100）的全姐妹。“小卡特”是
"白腹号”全兄弟“17号”的直孙女，而
"白腹号" 又出自“娇小号”x “富丽卡”。

“鲁迪”拥有成为非凡
种鸽所需要的所有品质。
盖比.凡德纳比

20

这意味着“鲁迪”的父母鸽皆出自基础种
鸽“娇小号”品系。
通过他的两羽直子“超级罗密欧”和
“新闪电号”，“鲁迪”的育种潜力在
2013年及2014年真正开始展现出来。

- “超级罗密欧”BE12-3088052：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新闪电号”BE13-3056024：
2014年图勒全国一岁鸽组5,731羽冠军

"鲁迪"

‘Rudy’

获得：

亚精顿
波治		
亚精顿
杜尔斯

联省
全省
联省
联省

2,401羽18位
1,279羽19位
5,134羽28位
2,791羽76位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新闪电号"

"超级罗密欧"

‘New Bliksem’  BE13-3056024

‘Super Romeo ’  BE12-3088052

这两羽冠军鸽不久后被转移到了新的地方：种鸽舍。“超级罗

这些鸽友曾被“娇小号”、“白腹号”及“闪电号”等标

密欧”（直到2017年4月）以及“新闪电号”与他们的父亲“

志性种鸽的子代及孙代所吸引，而现在，他们也同样会被

鲁迪”携手，成为近年来这个鸽舍的主要台柱。

包括“鲁迪”与其直子“超级罗密欧”和“新闪电号”在

与其他鸽友一样，盖比总是在寻找潜力鸽以强化鸽系，寻找下

内的鸽队当今明星鸽所作育的幼鸽，所着迷。

一个伟大的冠军鸽。最好是源自自己的鸽系，又带有另一个著
名血系。“超级罗密欧”和“新闪电号”就完美体现了，登特

在11月10、11、12日举行的全舍拍卖会，将标志着一代

海姆这位特级大师的育种策略。

传奇故事最后篇章的落幕。登特海姆的鸽舍将永远与大家
告别。但是，凡德纳比的名字，将在未来的赛季里继续回

 故事的结局

响；因为全球的鸽友同好们，将会在登特海姆大师盖比.凡

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来到登特海姆。他们并不是来喝一口登特海

德纳比鸽系的帮助下，续创伟业！

姆的圣水，他们是来探索这个团队获得无数次成功的秘诀，
是来找出盖比.凡德纳比鸽系得以称雄鸽坛这么多年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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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11-12日盖比拍卖会结拍，这将标志着盖
比.凡德纳比鸽系的正式结束。
拍卖会上线: 10月29日（周一）比利时时间下午5点
拍卖会结拍: 11月10日（周六）、11日（周日）、12日（周一）比利时时间上午11点
10月28日(周日)比利时时间下午5点，拍卖会
将提前在PIPA发布，感兴趣的鸽友可以提前浏
览拍卖鸽。10月29日(周一)比利时时间下午5
点，开始正式接受下拍，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1天：2018年11月10日：比利时时间上
午11点，结拍第1场。每隔30分钟结拍1
场：11:30结拍第2场，12点结拍第3场，
依次类推。

 如何关注拍卖会和下拍？
您可以通过访问PIPA网站(www.pipa.be) 关注
拍卖会，通过您的电脑、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都
能访问PIPA网站，点击“正在拍卖”即可浏览
拍卖会页面。
如果您要直接下标，请记得在网站登录。
如果您还没有PIPA账号，需要首先注册。

如果在结拍最后5分钟内又有新竞拍，则该羽
拍卖鸽的结拍时间顺延5分钟，直到最后5分
钟内不再有新的竞拍出现。这意味着拍卖会
正式结束。每羽拍卖鸽的结拍时间都将被明
确标识。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第2天和第3天
结拍的拍卖会。
-第2天：2018年11月11日：比利时时间上午
11点，结拍第1场。每隔30分钟结拍1场。
-第3天：2018年11月12日：比利时时间上午
11点，结拍第1场。每隔30分钟结拍1场，直
到最后竞标结束，拍卖会正式结束

 拍卖会结拍时间
拍卖会将分3天结拍：
在我们IT团队的创新努力下，目前注
册帐号电子邮件地址已经不再是必需
条件：您可以直接使用您的手机号码
完成注册，使用手机号码非常方便快
捷，并且操作简单。您现在也可以直接使用手
机号码来登录并下标。

 哪羽鸽子将在哪场拍卖会？
本拍卖会还包含了详细种鸽图谱，可以纵览
盖比.凡德纳比的育种配对。为了让您的操作
更加轻松，父母鸽和子代将以一个拍卖号进
行上线。该拍卖号可以在种鸽图式和集中展
示中呈现。

您对一羽鸽子感兴趣吗？记下拍卖序号吧。
例如：拍卖序号3.2.10:这意味着这羽鸽子
将在第3天（11月12日）结拍的第2场第10
号上线。
 拍卖鸽
所有拍卖鸽在2018年都具备正常的生育能
力。所有2011年及以前出生的赛鸽将随年轻
鸽赠送，年轻鸽通常都是他们的直子或者直
女。然而须知盖比.凡德纳比或者PIPA都不能
保证未来这些年老拍卖鸽100%具备生育能
力，这也是我们将其与后代免费赠送的原因。
因为这是全舍拍卖会，没有替换鸽提供，买家
需要承担因鸽子不育而造成的后续问题。
重要提示：如果一羽种鸽的生育能力确实有问
题，这羽鸽子将不会在拍卖会上线。这也是
著名种鸽例如“超级罗密欧”和“本吉”(从
2017年4月开始便失去生育能力）、"妮琪"
(从2017年无法产蛋）将不在拍卖会上线的原
因。由于盖比对这些鸽子怀有很深的感情，
他们将在盖比后院的空鸽舍内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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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迪 (RUDY)

标志种鸽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在过去十年赛鸽运动中，
他的影响力无出其右。
"鲁迪" 获得了：
亚精顿 联省
全省
波治
亚精顿 联省
杜尔斯 联省

2,401羽
1,279羽
5,134羽
2,791羽

"闪电号"

18位
19位
28位
76位

‘Bliksem’

 BE98-3158062

24

"小卡特"

‘Kaatje’

 BE00-3195099

祖父:

外祖父:

"上校" ‘Kolonel‘  BE92-3233008

"盖比" ‘Gaby‘  BE93-3051184

祖母:

外祖母:

"丽塔" ‘Rita‘  BE93-3354340

"法兰寇丝" ‘Francoise‘  BE95-3185530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鲁迪" 作出的优秀子代代表：
-“超级罗密欧” (盖比.凡德纳比作翔)：
2013年KBDB长距离全国一岁鸽鸽王冠军
图勒全国大区2,209 羽4位
布瑞福全国6,842 羽18位
-“新闪电号” (盖比.凡德纳比作翔)：
2014年图勒全国一岁鸽 5,731 羽冠军&总11,707羽分速最快
波治地区冠军 / 全省 3,039 羽5位
杜尔斯地区冠军 / 全省 2,964 羽10位
-“帕布罗”(盖比.凡德纳比)：
获得2个 冠军奖项
2012年利蒙治联省2,594羽季军
2011年奥尔良全省一岁鸽2,679羽季军
2012年图勒全国6,817羽52位
共计8次获得全(联)省前100位 &以及全国239.-359位
-“443/11”(伯特.凡登伯格)：
2011年盖雷全国最快鸽亚军
(由于太晚打钟痛失冠军)
-“萨菲闪电号” (伯特.凡登伯格)：
布洛瓦全省幼鸽3,080 羽4位

 杰斯普-范德维根以“鲁迪”的一羽孙代，
荣获KBDB全国中距离幼鸽王冠军

蒙吕松联省一岁鸽季军 / 全国大区7,828 羽8位
波治联省10位 / 全国幼鸽31,719羽61位
2012年莱邦纳地区9位 / 全国大区一岁鸽2,826羽72位
杜尔斯全省幼鸽1,532羽82位 … 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6,962羽
151位
-“皮克” BE15-3025021
贾纳克全国3,904羽88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169位
冯特内265羽季军
冯特内9,080羽52位
-“波克”BE15-3025022
利蒙治全国14,937羽66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463位
布瑞福全国9,132羽705位
“鲁迪”的孙代“鲁迪王子”(吉诺.克里克)获得：
2015年利蒙治全国一岁鸽6,272羽冠军& 14,575羽分速最高

  伯特.凡登伯格以“鲁迪”的子代鸽，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还获得全国大区191.-300.-328位
“鲁迪王子”作育子代获得：
2017年全省大中距离一岁鸽王季军
利蒙治全国10,554羽12位/全省1,993羽亚军
图勒全国9,578羽12位/全国大区2,797羽7位/全省1,717羽季军
2018年波治全国20,280羽32位
波治全国20,650羽34位
波治全国20,284羽38位
2018年查特路全省5,904羽4位
2018年查特路全省5,904羽9位
获得全国103.-150.-156.-159.-184.-227位
获得全省12.-15.-38.-61.-72.-82位
“鲁迪”的其他孙代获得：
2016年布瑞福全国一岁鸽5,925羽冠军 (“灰布瑞福号” – 弗雷德里克.埃弗拉特)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鸽王冠军 (“超级瑞卡” – 杰斯普-范德维根)
南图幼鸽组7,791羽冠军 (出自“新闪电号兄弟” - M. 林森使翔)
杜尔斯全省5,639羽冠军& 共计获得3个冠军奖项(“全省号”– 盖比.凡德纳比)
2017年KBDB全省全能鸽王冠军 (“灰031” – 贺伯特兄弟)
….等等…

   吉诺与亚斯伯.克里克以“鲁迪”的一羽孙代，
荣获利蒙治全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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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迪 (RUDY) – 新闪电号 (NEW BLIKSEM)

"新闪电号"

‘NEW BLIKSEM’  BE13-3056024

图勒全国5731羽冠军
11707羽最高分速
"新闪电号" 获得：

图勒全国一岁鸽 5,731 羽冠军&总11,707羽分速最快
波治地区冠军 / 全省 3,039 羽5位
杜尔斯地区冠军 / 全省 2,964 羽10位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Kiana’

 BE09-3095175

祖父:

外祖父:

"闪电号" ‘Bliksem‘  BE98-3158062

"巨星号" ‘Topstar‘  BE03-4343129
佛斯特拉父子

祖母:

"小卡特" ‘Kaatje‘  BE00-319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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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娅娜"

外祖母:

"丽莎" ‘Lisa‘  BE04-3069722
出自闪电号 X 费莉达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以下是这些子孙代首批
成绩一览：
BE17-3008017 – "亨利" –" 新闪电号"直子
杜尔斯全省3,478羽8位
查特路全省2,343羽25位
杜尔斯全省6,741羽56位
BE17-3008139 – 维多利亚 - "新闪电号"直孙女
杜尔斯全省1,490羽6位
BE17-3008080 – "诺尔" - “新闪电号孙子"
2017年布洛瓦II全省2,380羽37位
2017年布洛瓦I全省5,948羽38位
BE17-3008079 – "丹尼尔" –"新闪电号" 孙子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齐娅娜"

‘Kiana’  BE09-3095175

鲁迪 (RUDY) – 新闪电号 (NEW BLIKSEM)

到现在为止，只有一
小部分“新闪电号”
的子代和孙代仍在参
与竞翔。

作育子代 "凯恩":
2016年查特路全国大区8,112羽冠军 / 全国25,126羽4位
2015年波治全省1,415羽冠军 / 全国大区2,976羽8位
2015年图勒全省1,306羽32位 / 全国大区3,358羽113位
全国8,621羽593位
2015年布瑞福全省1,330羽48位 / 全国大区3,405羽133位
全国9,049羽451位
还获得全省220.-417位

2018年波治I全国 19,133羽123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19,859羽234位
2018年查特路联省2,992羽65位
2017年布洛瓦全省2,380羽99位

“齐娅娜”出自与佛斯特拉父子合作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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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闪电号" 的全兄弟&姐妹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鲁迪 X 齐娅娜
鲁迪(RUDY) X 齐娅娜(KIANA)

"霹雳麦当娜"
"新闪电号" 的全妹

"霹雳麦当娜" 作育子代 "安吉莉娜"
(Angeline BE15-3025006)。
她由比利时克里斯.德巴克作育，
作出如下顶级子代：
"达里奥" ( Dario BE18-3035237)
2018年波提尔全省1688羽冠军
"贝琳达" ( Belinda BE16-3041216)
2016年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组鸽王4位
2016年查特路III全国大区5090羽季军
2017年图勒全国9578羽117位
2017年波治I全国20759羽186位

"卡琳娜"
‘KARINA’  BE14-3157495

"新闪电号" 的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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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 DONNA’  BE14-3067284
"科温" (Corwin BE17-3094401)
2017年布洛瓦全省5948羽23位
2017年查特顿全省3277羽41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19859羽85位
"沙瓦内尔" (Chavanel BE17-3094449)
2017年查特顿3277羽98位
2018年盖雷全国8517羽118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19859羽139位
"克莱蒙蒂娜" (Clemontine BE17-3084450)
2018年杜尔斯全省1490羽17位
"巴塔萨"（Baltasar BE16-3041259）
2016年彭图瓦兹17902羽15位

// "新闪电号" 的全兄弟&姐妹

鲁迪 X 齐娅娜
鲁迪 (RUDY) X 齐娅娜 (KIANA)

"鲁迪国王"
"新闪电号" 的全弟

‘KING RUDY’  BE15-3025159

"露丝" ‘RUTH’  BE15-3025160
"新闪电号" 全妹
29

// 新闪电号特别配对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新闪电号 X 葛萝莉娅
新闪电号 (NEW BLIKSEM) X 葛萝莉娅 (GLORIA)

"尤诺"

‘UNO’  BE15-3150661

出自 "新闪电号" X "葛萝莉娅"

子代“维多利亚”（Victoria BE17-30081139）
2018年杜尔斯全省1490羽6位
30

"尤娜"

‘UNA’  BE15-3150662

出自 "新闪电号" X "葛萝莉娅"

// 新闪电号特别配对

“葛萝莉娅公主” BE13-4186089 获得：
盖雷全国一岁鸽9,754羽冠军 &
总17,430羽分速最高(伯特.凡登伯格使翔)

新闪电号 X 葛萝莉娅

 BE14-3053859

"闪电王子" ‘PRINS BLIKSEM’

 BE14-3053860

出自 "新闪电号" X "葛萝莉娅公主"

出自 "新闪电号" X "葛萝莉娅公主"

作育子代“卢卡斯”BE16-3084122：
2017年亚精顿I全省2,727羽15位
2017年查特路全省3,084羽47位

作育子代“诺尔”
(Noel)BE17-3008080：
2017年布洛瓦II全省2,380羽37位
2017年布洛瓦I全省5,948羽38位



新闪电号(NEW BLIKSEM) X 葛萝莉娅公主 (PRINSES GLORIA)

"荣耀闪电号" ‘GLORIOUS BLIKSEM’

作育子代“丹尼尔”
(Daniel)BE17-3008079：
2018年波治I全国19,133羽123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19,859羽234位

本拍卖目录只收录了“新闪电号”的一些特别子代；然而在拍卖会中，将会有更多的“新闪电号”子代鸽与幼鸽，精彩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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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罗密欧 (SUPER ROMEO)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超级罗密欧 (SUPER ROMEO)

"超级罗密欧"
‘SUPER ROMEO’  BE12-3088052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
岁鸽王冠军
"超级罗密欧" 获得：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2013年布瑞福全国6,842羽18位
2013年图勒全国6,972羽35位 - 全国大区2,209羽4位
2013年波治全省1,661羽51位
2013年波提尔全国13,135羽481位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祖父:

"闪电号" ‘Bliksem‘  BE98-315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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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琪"

‘Nicky’

 BE09-4280727
外祖父:

"塔比1号" ‘Tsaby 1‘  BE08-4281576

祖母:

外祖母:

"小卡特" ‘Kaatje‘  BE00-3195099

"金姆1号" ‘Kim 1‘  BE08-4281517

自2017年4月以来，“超级罗密欧”已经失去生育能力。因而 “超级罗密欧”将不会被出售。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直子“鸽王之王”作育孙代获得：

超级罗密欧 (SUPER ROMEO)

2017年KBDB全省全能鸽王冠军 (贺伯特兄弟)
2017年亚精顿全国幼鸽组21,915羽季军
(席宝特.布恩斯)
孙代“就是最棒”(PIPA菁英育种中心)：
2016年PIPA排行榜长距离和超长距离最佳一
岁鸽（4场比赛）
一羽孙代获得：
2018年伊苏丹1,219羽冠军 (希勒兄弟)
一羽曾孙代为多米尼克.维勒赫获得：
塞维利亚公棚赛鸽王冠军
一羽曾孙代为台湾116尹培华获：
台湾公棚赛决赛26位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妮琪"

‘Nicky’  BE09-4280727

"妮琪" 获得:
杜尔斯全省幼鸽组2,257羽10位
布洛瓦全省幼鸽组5,142羽14位 – 俱乐部378羽冠军
布洛瓦全省幼鸽组4,094羽16位
"妮琪" 的全兄弟姐妹获得：
2011年盖雷全国幼鸽组14,262羽冠军
杜尔斯联省幼鸽组1,670羽冠军
安妮可.胡特森&吉尔特.范兰特翰原舍

 "就是最棒", "超级罗密欧" 的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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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鸽王之王 (KING OF ACES)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鸽王之王"
鸽王之王(KING OF ACES)

‘KING OF ACES’  BE14-3067004
"鸽王之王" 的孙代代表：
BE17-2140031:
2017年KBDB全省全能鸽王冠军(贺伯特兄弟)
BE17-1149267:
2017年亚精顿全国21.915羽季军(席宝特-布恩斯)

"超级罗密欧"

‘Super Romeo’

 BE12-3088052
祖父:

"鲁迪" ‘Rudy‘  BE06-3008003
祖母:

"妮琪" ‘Nicky‘  BE09-4280727

"阿玛丽娅" ‘Amalia ’
 BE10-9039333
2011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外祖父:

"吉尔特" ‘De Geert‘  BE06-2178778
(爱力克.林伯格)
外祖母:

"金棕榈号" ‘Palme d’Or‘  BE09-6111726
葛斯顿.范德瓦尔

"鸽王之后"

盖比.凡德纳比&
育种
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

‘QUEEN OF ACES’
 BE15-3150700

"一羽非常优秀的种鸽"
盖比.凡德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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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兄妹

// 超级罗密欧 (SUPER ROMEO)

特别配对

超级罗密欧 (SUPER ROMEO) – 特别配对

"闪光罗密欧"

"超级齐娅娜"

"卡翠恩"

‘FLASH ROMEO’  BE14-3157392

‘SUPER KIANA’  BE16-3142590

‘KATRIEN’  BE17-3008002

出自 "超级罗密欧" X "葛萝莉娅"

出自 "超级罗密欧" X "齐娅娜"

出自 "超级罗密欧" X "齐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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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罗密欧" 的其他子代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超级罗密欧" 的其他子代

"新罗密欧"

"罗密欧直女"

‘NEW ROMEO’

‘DAUGHTER ROMEO’

 BE16-3084079

 BE17-3008166

出自 "超级罗密欧" X

出自 "超级罗密欧" X "白条鲁迪"

"新葛萝莉娅"

(出自 "鲁迪" X "赛琳娜")

("葛萝莉娅" 的全姐妹)
2017年利蒙治全国
10,554羽181位
2017年查特路全省
3,084羽56位
2018年查特路全省
4,532羽114位

"苏夫然"

"唐娜泰拉"

‘SAFFRAAN’

‘DONATELLA’

 BE17-3008077
出自 "超级罗密欧" X "苏菲"

 BE17-3008881
出自 "超级罗密欧" X "霹雳麦当娜"
(出自 "鲁迪" X "齐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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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罗密欧”在2017年4月之后，
不再有生育能力。本场拍卖会，
共有9羽“超级罗密欧”的子代鸽出售。

 盖比与他的兄弟丹尼尔及女儿艾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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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X妮琪的子代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超级罗密欧" 的全兄弟&全姐妹

鲁迪X妮琪的子代

"萝蜜"

"罗莎"

‘ROMY’

‘ROZA’

 BE15-3147827

 BE15-3147828

"超级罗密欧" 的全妹

"超级罗密欧" 的全妹
"罗莎" 作育子代 "Kamiel"
BE17-3008112获：
2018年查特路联省2,992羽8位
2017年布洛瓦全省2,380羽81位

"罗娅"

"罗密欧全弟"

‘RONJA’

‘BROTHER SUPER ROMEO’

 BE16-3084018
"超级罗密欧" 的全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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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16-3138777
"超级罗密欧" 的全弟

// 鲁迪X妮琪的子代

"超级罗密欧" 的全兄弟&全姐妹

‘ROXY’
 BE16-3138788
"超级罗密欧" 的全妹

"超级罗密欧
全妹999"
‘SISTER SUPER ROMEO’
 BE16-3138999

鲁迪X妮琪的子代

"罗茜"

“超级罗密欧”的全妹

"罗琦"

"罗马里奥"

‘ROZY’  BE16-3141665

‘ROMARIO’  BE16-3142578

"超级罗密欧" 的全妹

"超级罗密欧" 的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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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 的其他绩优子代

"鲁迪" 的其他绩优子代

"帕布罗"

‘PABLO’  BE10-3047086
2012年布洛瓦388羽冠军
2012年利蒙治168羽冠军 / 联省2,594羽季军
2011年奥尔良全省一岁鸽组2,679羽季军
2012年图勒全国6,817羽52位
2013年杜尔斯全省4,393羽28位
2012年利蒙治全省一岁鸽组2,890羽70位 /
全国14,686羽239位
2013年冯特内全省6,144羽86位
2013年亚精顿联省2,501羽88位
布瑞福全国8,331羽359位
2012联省1,827羽95位

作育4羽优秀一岁鸽，获得：
冯特内地区 369羽亚军
克莱蒙地区602羽季军
2018年克莱蒙地区一岁鸽422羽5位
2017年冯特内地区8位/ 全省5,521羽51位
2018年查特路联省一岁鸽2,992羽127位
2018年波治全国一岁鸽19,133羽359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一岁鸽19,859羽641位

"鲁迪" ‘RUDY’

"荞丝卡" ‘JOSKA’

 BE06-3008003

 BE09-6130692 (英格斯.乔斯&尤里斯)

"鲁迪" ‘RUDY’

"玛蒂娜" ‘MARTINA’

 BE06-3008003

 BE05-2076701

"安杰罗"

‘ANGELO’  BE13-3056016
贡比涅全省1,257羽13位
全省5,735羽46位
威尔森全省3,848羽68位
全国5,884羽232位

克里斯蒂安.亨尼斯
40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PICO’  BE15-3025021
贾纳克全国3,904羽88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169位
冯特内265羽季军
冯特内9,080羽52位

"鲁迪" ‘RUDY’

"斑海王星"

 BE06-3008003

‘GESCHELPT NEPTUNUS ’  BE10-3047071

 同窝兄弟

"波克"

MORE PERFORMING CHILDREN OF RUDY

"鲁迪" 的其他绩优子代

"皮克"

‘POCO’  BE15-3025022
利蒙治全国14,937羽66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463位
布瑞福全国9,132羽705位

"鲁迪" ‘RUDY’

"斑海王星"

 BE06-3008003

‘GESCHELPT NEPTUNUS ’  BE10-304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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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 超级独家配对

"鲁迪" x "葛萝莉娅"
“鲁迪”超级独家配对

"葛萝莉娅鲁迪"
‘GLORIA’S RUDY’  BE16-3084181

出自 "鲁迪" x "葛萝莉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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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丝" ‘GRACE’  BE16-3084182
出自 "鲁迪" x "葛萝莉娅"

// "鲁迪" 超级独家配对

"鲁迪" x "莫娜"

闪电号回血
“鲁迪”超级独家配对

拍卖会在售“闪电号”
仅有的2羽双重孙代之一

"亚伯特" ‘ALBERTO’

 BE13-3164543

出自 "鲁迪" x "莫娜" (葛萝莉娅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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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 超级独家配对

“欧佛莱格小姐”是近几年荷兰鸽坛最为震撼
的风云赛将之一。她曾荣获全省/
NPO赛平均9000多羽的3个冠军奖项。

"鲁迪" x "欧佛莱格小姐"
“鲁迪”超级独家配对

"卢西亚诺"

"里奥"

"莱昂德罗"

‘LUCIANO'  BE18-3067398

‘LEO’  BE18-3067399

‘LEANDRO’  BE18-3067400

"鲁迪" x "欧佛莱格小姐" 配对之子代

"鲁迪" x "欧佛莱格小姐" 配对之子代

"鲁迪" x "欧佛莱格小姐"
配对之子代

开尔鸽业与盖比.凡德纳比
开尔鸽业的邢总是一位世界闻名的顶级鸽收藏家，多年来他一直都在引进超级品质赛鸽
和鸽王，例如克里斯.赫伯瑞的“爱克”、福雷迪.狄杰克战队的“勇士号”、福瑞克-阿
伦的“诺玛”、威利.丹尼斯的“仟翼”和乔汉.贺曼（Johan Halman）的“欧佛莱格
小姐”（Miss Overegge NL14-1499725，通过彼得.文斯特拉拍卖会引进）。

盖比与好友开尔鸽业邢伟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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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寻找世界级赛鸽的过程中，他也结识了盖
比.凡德纳比。双方互相尊重，实际上他们后来
成为了至交好友。开尔鸽业不仅拥有令人印象深
刻的盖比鸽收藏，还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顶级种

鸽“鲁迪”和他的父亲“闪电号”的子代收藏。
邢总引进“欧佛莱格小姐”，就是为了让盖比将
其与明星种鸽“鲁迪”配对。他们作育的3羽幼
鸽，都将在本场拍卖会上线。

// "鲁迪" 超级独家配对

"鲁迪" x "赛琳娜"

"白条鲁迪雌"

"鲁迪公主"

‘WITPEN RUDY’  BE14-3150673

‘RUDY’S PRINCESS’  BE14-3155999
出自 "鲁迪" x "赛琳娜"

出自“鲁迪”x“赛琳娜”

“鲁迪”超级独家配对

"鲁迪" x "海伦娜"

作育子代“罗伊德”(Lloyd) BE17-3008127:
2017年杜尔斯全省3,478羽19位

"赛琳娜" (Serena) 是葛斯
顿.范德瓦尔舍内的顶尖赛
雌。她曾荣获波提尔全国
大区2,538羽冠军，其全姐
妹“劳拉”为葛斯顿.范德
瓦尔赢得波治全国冠军。

葛斯顿.范德瓦尔 

拍卖会在售“闪电号”
仅有的2羽双重孙代之一

"双重闪电号"
‘DOUBLE BLIKSEM’  BE14-3067003
出自 "鲁迪" x "海伦娜" (闪电号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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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 的其他子代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鲁迪" 的其他子代

"伊娃"

"露"

‘EVA’

‘LOU’

 BE12-3089693

 BE13-3059246

出自 "鲁迪" x "超级鸽王直女"

出自 "鲁迪" x "灰铁人鸽王"

"克莱尔"

"卡伦"

‘CLAIRE’

‘KAREN’

 BE14-3067121
出自 "鲁迪" x "小玛莉直女"

 BE15-3150433
出自 "鲁迪" x "卡琳卡"
("卡琳卡" 是"神奇先生" 的同窝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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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 的其他子代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THE RETURNED RUDY’
 BE15-3147834

"鲁迪公主"
‘PRINS RUDY’
 BE16-3141691

出自 "鲁迪" x "皮娅"

出自 "鲁迪" x "葛萝莉娅公主"

（"闪电号回归" 之直女）

("葛萝莉娅" 的全姐妹）

"露易丝"

"史坦芬诺"

‘LOUISE’

‘STEFANO’

 BE16-3141654

"鲁迪" 的其他子代

"鲁迪回归"

 BE16-3141660

出自"鲁迪"x "露"

出自 "鲁迪" x "史黛妃"

（"鲁迪" 的直女）

（"兰博II号" 的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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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 的其他子代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鲁迪" 的其他子代

"萝萨莉"

"艾拉"

‘ROSALIE’

‘ELLA’

 BE16-3141666

 BE16-3142526

出自 "鲁迪" x "萝萨"

出自 "鲁迪" x "卡琳娜"

("超级罗密欧" 的全姐妹)

（ "新闪电号" 的全姐妹）

"欧托"

"科伦坡"

‘OTTO’

‘COLOMBO’

 BE16-3142588
出自 "鲁迪" x "小玛莉直女"

 BE16-3142551
出自 "鲁迪" x "伊娃"
（"鲁迪" 的直女）

48

// "鲁迪" 的其他子代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柏拉图"

‘FATIMA’

‘PLATO’

 BE16-3138774

 BE16-3142571

出自 "鲁迪" x "菲奥娜"

出自 "鲁迪" x "乔治娅"

（"神奇先生" 的直女）

(乔治.波里的阿尔比全国冠军

"鲁迪" 的其他子代

"法蒂玛"

的全姐妹)

"莉塞特"

"丽莎"

‘LISETTE’

‘LISA’

 BE16-3141635

 BE16-3142572

出自 "鲁迪" x "莉琪"

出自 "鲁迪" x "莉琪"

（"妮琪"的全姐妹）

（"妮琪" 的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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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 的其他子代

"鲁迪" 的其他子代
50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乔斯"

"尤妮卡"

‘JOS’

‘UNICA’

 BE16-3138799
出自 "鲁迪" x "萨甘全姐妹"
与荷兰乔斯.古森联合育种

 BE16-3138899
出自 "鲁迪" x "尤娜"
（出自 "新闪电号" x "葛萝莉娅"）

"娜汀"

"巴福"

‘NADINE’

‘BAVO’

 BE16-3141658
出自 "鲁迪" x "蒂娅"
（"闪电号回归" 的直女）

 BE17-3008857
出自 "鲁迪" x "丽芙"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
军 "速度号" 的直女）

// "鲁迪" 的其他子代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GEO’
 BE17-3008861
出自 "鲁迪" x "安吉莉娜"
（出自 "鲁迪" 直子 "安杰罗"）

"碧安卡"
‘BIANCA’
 BE17-3008866
出自 "鲁迪" x "安吉莉娜"
（出自 "鲁迪" 直子 "安杰罗"）

"安娜"

"安佐"

‘ANNA’

‘ENZO’

 BE17-3008853
出自 "鲁迪" x "冬妮娅"
（出自麦斯的亚精顿全国
冠军 "赛洛赛洛"）

"鲁迪" 的其他子代

"吉奥"

 BE17-3008854
出自 "鲁迪" x "冬妮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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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 的其他子代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鲁迪" 的其他子代

"塞尔吉奥"

"外国佬"

‘SERGIO’

‘GRINGO’

 BE17-3008855
出自 "鲁迪" x "冬妮娅"

 BE17-3008856
出自 "鲁迪" x "冬妮娅"

（出自麦斯的亚精顿全国冠军
"赛洛赛洛"）

"萨米拉"
‘SAMIRA’

 BE17-3008859
出自 "鲁迪" x "冬妮娅"

"恩尼奥"
‘ENNIO’
 BE17-3008860
出自 "鲁迪" x "冬妮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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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录收录了2017年及之前出
生的“鲁迪”的全部子代。而
在本拍卖会中，还将上线数羽
2018年出生的“鲁迪”的子
代，但他们并未纳入本目录。

// 闪电号孙代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闪电号孙代

"海嘉"

‘HELGA’  BE15-3150477

出自 "闪电王子"（ "新闪电号" X "葛罗莉亚公
主" 作育直子）X "海伦娜"（ "闪电号" 直女）

"海尔玛"

‘HELMA’  BE15-3150478

出自 "闪电王子" X "海伦娜"

"赫敏"
‘HERMINE’  BE15-3150664
出自 "闪电王子" X "海伦娜"

"兰博2号" 最后子代

"小蜻蜓"

"灰兰博"

‘TINEKE’

‘BLUE RAMBO’

 BE15-3150484
出自 "闪电白腹号"
（出自 "新福雷迪" 直子X
"费舍尔" 之母）X "塔玛拉"
（"闪电号"直女）

 BE16-3084483
出自 "兰博2号"（"闪电号" 直子）
X "美人莫娜"（"葛罗莉亚"姐妹）



"鲁迪" 的所有子代也是 "闪电号"
的孙代，除了 "鲁迪" 的子代外，
"闪电号" 的这些孙代也将上线本场
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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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迭戈 - 鲁迪半兄弟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迭戈 (DIEGO)

"迭戈"

‘DIEGO’  BE07-3008347

神奇种公 "鲁迪" 的同母半兄弟
传奇铭鸽 "白腹号" 之直孙
荣获：
2008年奥尔良全省1,190羽季军
2010年查特路252羽冠军/联省4,093羽7位
布瑞福全国17,456羽62位
2009年苏雅克联省 1,444羽8位 /全国 5,676 羽106位
2008年波治联省1,484 羽46位 / 全国16,771羽427位
2010年阿碧斯全省7,916羽86位
2009年图勒全国5,676羽103位

"上校全兄弟"
‘BROTHER KOLONEL’
 BE96-3156158
祖父:

"白腹号" ‘Wittenbuik‘  BE88-3206112
娇小号直子
祖母:

"小公主" ‘Prinsesje‘  BE88-3206173
皮卡诺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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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卡特" ‘Kaatje’
 BE00-3195099
鲁迪之母
外祖父:

"盖比" ‘Gaby‘  BE93-3051184
娇小号直孙
外祖母:

"法兰蔻丝" ‘Francoise‘
 BE95-3185530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吉诺.克里克使翔

"恶魔王子"

‘DEVIL PRINCE’  BE13-3031911 *

2014年蒙吕松全国一岁鸽19,298羽冠军
(“恶魔王子”)
2014年查特路地区冠军/全国大区一
岁鸽661 羽亚军 (“949/13”)
2015年拉索特年全国一岁鸽6,205 羽9位/
218 羽冠军 (“伊薇”)
2014年蒙吕松全国一岁鸽19,298 羽17位
(“恶魔王子全兄弟”)
查特路全国22,818 羽28位 (“043/14”)
2014年盖雷全国大区幼鸽2,707 羽39位
(“伊薇”)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3,461羽42位
(“949/13”)
2014年杜尔斯全国大区幼鸽4,436 羽43位
(“伊薇”)
2016年波提尔全国一岁鸽14,094羽62位
(“恶魔王子全姐妹”)
2014年拉索特年全省一岁鸽1,116 羽67位
(“949/13”)
2016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 2,176羽72位
(“伊薇”)
亚精顿全国3,110羽78位 (“044/14”)
2014年冯特内全省一岁鸽 5,735 羽78位
(“恶魔王子”)
2015年布瑞福全国大区幼鸽3,405羽79位
(“157/14”)
"迭戈"的后代在2018年KBDB鸽王评选中获得: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迭戈”曾孙代）
2018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王11位
（“迭戈”曾孙代）
2018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组鸽王13位
（“迭戈”曾孙代）

迭戈子代

"迭戈" 作出孙代为
吉诺.克里克获得：

"恶魔王子" 是 "迭戈" 的孙代
"恶魔王子" 获得：
蒙吕松全国一岁鸽19,298羽冠军
* “恶魔王子”并不由盖比所有，因此他将不会在本场拍卖会上线

"朱莉娅"

"尤利安"

"朱丽叶"

‘JULIA’  BE18-3067006

‘JULIEN’  BE18-3067407

‘JULIETTE’  BE18-3067579

出自 "迭戈" X "卡伦" (鲁迪直女)

出自"迭戈" X "卡伦"

出自 "迭戈" X "卡伦"



拍卖会将会上线“迭戈”X“卡伦”的第4羽子代，
但是在本手册印刷之时，这羽幼鸽还太小，无法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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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灰"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皇家灰”

"皇家灰"

‘ROYAL BLUE’  BE05-3006583

传奇鸽“白腹号”直孙
获得：
亚精顿242羽冠军/ 联省4,479羽46位
苏雅克全省1,291羽6位
利蒙治全国15,507羽87位
安格拉姆127羽5位 /联省2,009羽50位

"皮蓬白腹号"
‘PIPO WITTENBUIK’
 BE94-3237367
祖父

"白腹号"
‘Wittenbuik‘  BE88-3206112

"皇家灰" 是一羽非常有影响力的种鸽
盖比.凡德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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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

"莫瑞丝卡"
‘Moriska‘  BE85-3049648

"帕特茜"

‘PATSY’  BE99-4393724
外祖父

"晚生利蒙治号"

‘Laten Limoges‘  BE98-4464439
利蒙治号直子 (帝卢-速霸龙)
外祖母 "安洁莉克"

‘Angelique‘  BE98-4184710
福雷迪直女
(福雷迪.范希/帝卢-速霸龙)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葛萝莉娅”：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利蒙治全国大区冠军 / 全国成鸽组14,271羽4位
卡奥尔地区冠军/ 全国大区成鸽组2,801羽10位
阿让/波尔多地区冠军/ 国际雌鸽组2,869羽11位
全国32位/ 国际一岁鸽组10,620羽39位
还获得全国(国际)53.-72.-72.位
伯特.凡登伯格使翔
作出直女“葛萝莉娅公主”获得：
盖雷全国一岁鸽组9,754羽冠军/& 17,430羽最高分速
冠军
“帕雷尔”：
波提尔全省2,014羽9位
杜尔斯全省3,085羽10位
图勒全国 6,817羽33位
蒙托邦全国大区34位/全国6,822羽61位
苏雅克全国7,760羽115位
“葛罗莉亚姐妹”（ Sister Gloria BE11-3070106）
亚伯特.德瓦鸽舍，作育子代“伊莉娜”获得
2018年亚精顿III全国3279羽冠军
2018年布洛瓦全省2935羽冠军
2018年查特路III全国4631羽8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大区4781羽22位
“莱克斯”：
- 在德巴克.克里斯舍内作出子代获得：
2018年盖雷全国8,493羽冠军
“045/09”：
2009年杜尔斯全省2,045羽亚军

"莫娜" ‘MONA’  BE04-3069721

“皇家国王” 091/10 ：
2011年克莱蒙一岁鸽组167羽冠军
2011年奥尔良全省一岁鸽组2,649羽7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2位/ 19,782羽108位
6次入赏地区前10位，联省16.-18.-46.位

“皇家灰”

"皇家灰" x "莫娜"作出子代代表及佳绩：

“皇家王子”092/10 ：
2011年杜尔斯一岁鸽组145羽冠军/ 联省4,503羽季军
2012年杜尔斯联省1,052羽8位
2012年苏雅克全国7,760羽66位
总计获得10次前10位, 全国128.-238.-241.-289.-499.520.-586.-612.位
迪克.玛莉尼森（荷兰）舍内种鸽，作出（子）孙代获
得：
NPO皮塞佛11,891羽冠军
NPO皮塞佛5,717羽冠军
魁夫兰全省5,911羽冠军
克里尔4,225羽冠军/ NPO 14,578羽4位
克里尔2,720羽冠军/ NPO 9,089羽4位
罗耶1,385羽冠军/ NPO 10,341羽季军
欧登纳德2,557羽冠军
NPO魁夫兰26,190羽亚军
NPO蓬圣麦克斯13,240羽亚军
“皇家灰”作出子代“盖比皇后”为马丁.马顿斯作出
子代“图勒先生”获得：
2014年图勒全省1,292羽冠军/ 5,731羽亚军638公里
2016年图勒全省冠军/ 全国大区2,518羽冠军/ 全国
6,101羽5位
全省32.-50.-63.-66.-96.位. &全国114.-188.-262.位

"费莉达"
‘BLIKSEM’
 BE98-3158062

"闪电号"
‘FRIEDA’
 BE99-310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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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灰" (ROYAL BLUE) X "莫娜" (MONA)
盖比.凡德纳比作育
伯特.凡登伯格使翔

GLORIA - PRINSES GLORIA

"葛萝莉娅" ‘GLORIA’  BE11-4291462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13年利蒙治全国大区
5.742羽
13年利蒙治全国
14.271羽
2.801羽
13年卡奥尔全国
13年卡奥尔全国
8.570羽
12年波尔多国际一岁鸽组
10.620羽
12年查特路全国一岁鸽组
15.902羽
13年苏雅克全国
5.282羽
11.000羽
12年拿邦国际一岁鸽组
父亲

冠军
4位
10位
159位
39位
53位
72位
174位

"皇家灰"

‘Royal Blue‘  BE05-3006583
母亲

"莫娜"

‘Mona‘  BE04-3069721

闪电号直女

"卡磅 " ‘DE KAPOEN’  BE12-3162831
"卡磅" 是 "巨人" & "狮子王" 全兄弟

伯特.凡登伯格使翔
父亲

"海王星"

‘Neptunus‘  BE99-3199708

娇小号直孙

母亲 "冠军号直女"

‘Daughter Champion‘

 BE07-4361085
克利斯.赫博瑞

"葛萝莉娅公主"

‘PRINSES GLORIA’  BE13-4186089 *

盖雷全国一岁鸽组9,754羽冠军& 17,430羽最高分速冠军
* “葛罗莉亚公主”不由盖比所有，因此她不会上线本场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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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萝莉娅公主" 的子代

除了在本目录前述“新闪电号”X“葛萝莉娅公主”所作育
的2羽子代之外， “葛萝莉娅公主”的以下2羽子代，也将
会在拍卖会中亮相：

“葛萝莉娅公主”的子代

"保里尼"

‘PAOLINI’  BE15-3025017

出自 "斯巴达克斯" x "葛萝莉娅公主"
2016年查特路全国29,591羽168位
2017年图勒全国 7,447羽200位

"薇尔玛"

‘WILMA’  BE15-3025018

出自 "斯巴达克斯" x "葛萝莉娅公主"

2017年利蒙治I全国14,937羽427位
2017年布瑞福全国9,132羽54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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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萝莉娅" 全兄弟

"葛萝莉娅" 全兄弟

"皇家国王" ‘ROYAL KING’  BE10-3047091
2011年克莱蒙一岁鸽组167羽冠军

2011年亚精顿联省一岁鸽组3,125羽18位/ 地区236羽5位

2011年克莱蒙一岁鸽组220羽6位

全国大区8,000羽42位/ 全国19,782羽108位

2011年奥尔良全省2,649羽7位

2010年杜尔斯联省幼鸽组2,625羽56位

2011年杜尔斯一岁鸽组145羽8位
2011年拉沙特联省一岁鸽组2,815羽16位/

作出子代“皇家气球”BE16-3084048获得：

地区249羽4位

2017年波治I全国20,759羽274位

 同窝兄弟

"皇家王子" ‘ROYAL PRINCE’  BE10-3047092
2011年杜尔斯一岁鸽组145羽冠军/ 联省4,503羽季军

2014年杜尔斯地区7位/ 全省6,400羽199位

2012年杜尔斯联省1,052羽8位

2015年杜尔斯地区10位/ 全省5,697羽92位

2012年苏雅克全国7,760羽66位

2011年奥尔良全省一岁鸽组2,679羽52位

2012年波治201羽亚军/ 全国20,589羽289位

全国128.-241.-499.-520.-586.-612.位

2013年冯特内54羽亚军
2015年克莱蒙165羽6位
2010年杜尔斯地区7位/ 联省幼鸽组2,625羽2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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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亚精顿地区7位/ 联省一岁鸽组3,125羽35位

作出子代 “布丽姬特” 获得：

全国19,782羽238位

杜尔斯全省1,490羽34位

// "葛萝莉娅" 全姐妹

"葛萝莉娅"全姐妹
‘SISTER GLORIA’  BE12-3089679
作出子代“玛莎” BE17-3008054获得：
2017年冯特内全省幼鸽组9,803羽59位
2018年波治全省91位/ 全国一岁鸽组19,133羽202位
（联）省176.-250.-299.-361.-395.-717.位

 同窝姐妹

"克劳迪娅"
‘CLAUDIA’
 BE12-3089680

作出子代“霍奇” BE14-3067140 获得：
2016年图勒联省1,028羽冠军/ 全国6,101羽7位
2015年冯特内280羽冠军/ 全省8,013羽8位
2015年布瑞福全国大区3,405羽34位/ 全国9,049羽143位
全省1,330羽12位 / 地区242羽季军
2016年马拉松联省40位/ 全国9,462羽277位
2016年贾纳克联省82位/ 全国4,167羽194位
2016年查特路25,126羽283位
2016年拉索特年全国7,631羽76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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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萝莉娅" 全姐妹

“葛萝莉娅”全姐妹

"新葛萝莉娅" ‘NEW GLORIA’  BE13-3159401
为PIPA菁英育种鸽舍作出孙代 "2016年PIPA排行榜长距离和超长距离最佳一岁鸽(4场比赛)" 获得：
2016年长距离及超长距离比利时最佳一岁鸽冠军（4场比赛）
贾纳克全国大区1,843羽13位
图勒全国7,263羽26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3,380羽42位
布瑞福全国5,929羽53位
威尔森联省2,664羽79位
为多米尼克.维勒赫作出曾孙代获得：
塞维利亚公棚赛鸽王冠军
 同窝姐妹

"新莫娜"
‘NEW MONA’
 BE13-315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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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萝莉娅”全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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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萝莉娅”全兄弟/姐妹

"葛萝莉娅公主"

"凯撒"

"神奇莫娜"

‘PRINSES GLORIA’  BE13-3148761

‘CAESAR’  BE13-3159460

‘WONDERFUL MONA’  BE14-3067141

"葛萝莉娅" 全姐妹

"葛萝莉娅" 全兄弟

作出子代 “荣耀雄狮” BE17-3008039获得：
布洛瓦全省5,948羽16位
查特路全省2,343羽127位

作出子代 “雷穆斯” BE17-3008041获得
奥尔良548羽4位
查特顿全省3,277羽30位

"葛萝莉娅" 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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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先生

神奇先生

"神奇先生"
‘MR. MAGIC’  BE07-3199999

顶级种鸽
闪电号直孙
"神奇先生" 作育众多 子代、 孙代和曾孙代顶级鸽，例如：
"新神奇号" BE16-4249510 (普拉图鸽舍)：
2018年波治全国大区6,271羽冠军
2018年波治全国20,280羽亚军
2018年查特路全国8,634羽10位
2018年盖雷全国5,331羽123位
2018年亚精顿全国11,823羽307位
2018年图勒全国4,169羽367位
2018年利蒙治全国15,789羽427位
2018年亚精顿II全国5,781羽806位

"帅气闪电号"

"玛莉"

‘Schone Bliksem’  BE05-3224593

‘MARIE’  BE06-2152361

祖父:

"闪电号"
‘Bliksem‘  BE98-3158062
祖母:

"小碧"
‘Bieke‘  BE99-3285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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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

"白腹号直子"
‘Son Wittenbuik‘  BE99-3199550
外祖母: "玛莉安"

‘Marion‘  BE99-3199960
“涡轮号"直女

// "神奇先生" 的子代
"神奇先生" 作出子代代表及佳绩：

"斗士"

‘PATRON’  BE09-3095082

出自 "神奇先生" x "露娜"

"神奇先生" 的子代

- “斗士”：
2010年波治全省2,054羽冠军
2012年蒙托邦联省1,109羽8位/ 全国6,822羽35位/
202羽亚军
地区2.-3.-4.位 … 总计获得（联）全省8次前100位入赏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 “史蒂芬” BE08-3035032：
2008年KBDB全省中距离幼鸽王4位
2010年布洛瓦联省547羽冠军
2008年克莱蒙全省幼鸽组4,933羽亚军
2008年杜尔斯联省幼鸽组2,903羽4位
2009年亚精顿联省一岁鸽组526羽10位/ 全国大区
1,440羽25位
2011年布瑞福全国大区74位 /全国10,089羽208位
2009年罗耶一岁鸽组252羽冠军
2010年克莱蒙216羽冠军
2011年克莱蒙182羽冠军
总计荣获15次前十位入赏& 9次入赏（联）省前100位
入赏
- “盖比小姐”(伯特.凡登伯格)：
8天内荣获2次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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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盖比先生”(伯特.凡登伯格)：
2013年图勒全国大区成鸽组2,572羽45位
查特路全国一岁鸽组15,902羽51位
全国大区109.-173.-197.位&全国197.-438.位
- 为瑞克.库尔斯作出子代“鸽王520号”获得：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0位
波提尔全国13,335羽13位
拉索特年全国11,236羽60位
- “小神奇”（Magic Junior）
作育孙代“卡拉”为瑞克.库尔斯获得
2018年查特路全省2714羽冠军

"神奇露娜" ‘MAGIC LUNA’  BE15-3025110
出自"神奇先生" x "露娜"
子代 "艾玛迪斯" ( Amadeus BE16-3084065):
2018年查特路全省4532羽43位
2017年波治I全国20759羽224位

2010年波治全省2,054羽冠军
2012年蒙托邦202羽亚军 / 全省1,109羽8位/全国 6,822羽35位
2012年亚拉斯140羽冠军
2009年杜尔斯273羽季军/全省2,257羽49位
2010年克莱蒙194羽4位
2013年蒙托邦联省1,290羽47位/ 全国6,772羽178位
2010年利蒙治全省3,079羽48位/全国大区6,810羽94位
利蒙治全国14,211羽303位
2011年查特路全省5,500羽51位
2011年布瑞福全省2,161羽61位/全国10,089羽367位
2012年查特路全省3,486羽63位
2012年苏雅克联省77位/ 全国7,760羽112位
2012年图勒联省88位/ 全国6,817羽88位

"魔术师"
‘THE MAGICIAN’  BE12-3127549

出自 "神奇先生" x "吉伯特"
65

// "神奇先生" 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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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先生" 子代
"神奇先生" 最后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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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

"米拉"

"神奇小姐"

‘MARA’  BE15-3147825

‘MILA’  BE15-3147826

‘MISS MAGIC’  BE16-3084443

"神奇先生" x "妮基" 直女

"神奇先生" x "妮基" 直女

"神奇先生" x "萝扎" 直女

"超级罗密欧" 半姐妹

"超级罗密欧" 半姐妹

 盖比的一羽赛鸽在绕舍飞行，艾尔斯.凡德纳比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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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吉

本吉

"本吉"

‘BENJI’  BE12-3088009

波治全省2,899羽冠军/全国大区3,788羽冠军
亚精顿全省727羽冠军/全国大区1,036羽亚军
查特路342羽冠军/全省3,649羽季军 /全国19,691羽75位
波治全省1,661羽亚军/全国大区2,377羽5位
威尔森全省8,3904羽季军
冯特内全省7,568羽8位

“本吉”作出孙代荣获：塞维利亚公棚赛鸽王冠军（多米尼克.维勒赫）

"气球"

"基斯"

‘BROER BALLON’  BE10-2024097

‘DOCHTER CEES’  NL09-1375328

祖父:

"灰种公"

‘Blauwe Kweker‘  BE03-2183842

利蒙治号直子（帝卢-速霸龙）
祖母:

"灰种雌"

‘Blauwe Duivin‘  BE05-3006565

闪电号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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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 "基斯"
‘Cees‘  NL07-2007622

哈利同窝兄弟
外祖母: "亨芮"

‘Henriette‘  NL08-1730730

重要讯息：“本吉”自2017年4月开始失去生育能力，
因此，“本吉”将不会在本拍卖会出售。

哈利直女

// 本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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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吉"的父母鸽
"本吉" 的父母鸽

"气球号全兄弟"
克里斯蒂安.亨尼斯原舍
全兄弟“气球号”获得：
亚精顿半全国3,144羽冠军
索桑752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5,208羽19位
亚精顿全国9,901羽47位
蒙吕松半全国7,302羽70位
波治全国27,506羽73位

‘BROER BALLON’  BE10-2024097

"基斯直女" ‘DOCHTER CEES’

 NL09-1375328

杨.胡曼斯原舍
作出孙代“嘉宝”（路克.西翁）获得：
2017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赛将季军（4次入赏绩）
2015-2017年三年度比利时最佳利蒙治赛将5位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4位
2018年利蒙治全国大区1,410羽冠军/ 全国15,789羽27位
2017年利蒙治I全省2,017羽亚军/ 全国14,922羽33位
还获得全国 35.-44.-85.-128.-164.-183.-199.-402位

作出子代‘BE177/13’是布鲁姆兄弟舍内顶
尖种鸽（德国）：
作出一羽子代是超级雌赛将，获得：
纽马克特5,765羽冠军
2015年RV一岁鸽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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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吉

"本吉"的全兄弟&姐妹
"本吉" 的全兄弟&姐妹

"萨甘"

‘SAGAN’  BE15-3025009

"本吉" 的全兄弟
2017年亚精顿II全省1,247羽32位
2017年亚精顿I全省1,847羽48位
2017年图勒全国7,447羽12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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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吉全姐妹"

‘SISTER BENJI’  BE15-3025010

"本吉" 的全姐妹

// 本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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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吉"的全兄弟&姐妹
"本吉" 的全兄弟&姐妹

"本吉全兄弟"

"本吉女郎"

"本吉先生"

‘BROTHER BENJI’  BE16-3084019

‘LADY BENJI’  BE17-3132673

‘MISTER BENJI’  BE17-3132674

"本吉" 的全兄弟

"本吉" 的全姐妹

"本吉" 的全兄弟



本目录收录了2017年及之前出生的“本吉”的全部全兄弟与姐妹，而在本拍卖会中，还将上线数羽2018年出生的“本吉”的全兄弟姐妹，但他们并未纳入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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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吉

"本吉"的子代
"本吉" 的子代

"贝姬"

"本吉男孩"

出自 "本吉" x "妮琪"
"超级萝蜜" 的半姐妹

出自 "本吉" x "米拉"
(出自 "神奇先生" x "妮琪")

‘BECKY’  BE16-313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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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I’S BOY’  BE17-3008087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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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王星(NEPTU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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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星(NEPTUNUS)

"海王星"

‘NEPTUNUS’  BE99-3199708

基础种公 "娇小号" 直孙
"海王星" 获得：
鲁飞全省1600羽亚军
查特路全省4221羽8位
布洛瓦全省1187羽15位
布洛瓦全省1345羽21位
鲁飞全省1918羽32位

"沃夫冈"

‘WOLFGANG’  BE91-3204047
祖父:

"娇小号"

‘Kleinen‘  BE81-3238253
祖母:

"乔姬特"

‘Georgette‘  BE86-315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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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莉娜"

‘BALLERINA’  BE95-3211364
外祖父: "利蒙治号"
‘De Limoges‘  BE86-3188420
外祖母: "灰雌266号"

‘Blauwe 266‘  BE90-310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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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王”

“海王星”子代“斑海王星”为鲁迪.狄萨尔作出子代：

2009年杜尔斯全省幼鸽1,345羽冠军

-“杰斯”：2009年KBDB全省短距离鸽王冠军、

2010年奥尔良一岁鸽682羽冠军

2006年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亚军

2010年亚精顿全省5位/全国一岁鸽19,816羽14位

2009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亚军功臣

2010年波治全省一岁鸽2,054羽5位

布洛瓦全省1,463羽冠军、共计4次冠军

2011年苏雅克全省1,138羽6位/全国5,667羽69位

布瑞福全国17,456羽59位、全省19.-20.-21.-25.-36位

2010年阿碧斯全省一岁鸽4,680羽10位

-“杰斯全兄弟”：海德堡312羽冠军/全省3,206羽7位

2011年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6,810羽37位/全国

卡奥尔全省10位/全国8,651羽29位

14,211羽142位

-“杰斯全姐妹2号”：~子代“新杰斯”：利蒙治全国

2012年苏雅克全国7,760羽40位

13,789羽冠军

2013年苏雅克全国5,382羽69位

~孙代“白羽斯帝尔”：2011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

"冠军号直女"
‘DAUGHTER CHAMPION’  BE07-4361085

海王星(NEPTUNUS)

"海王星" X "冠军号直女" 配对作出子代：

长距离鸽王10位
“间谍”

~孙代“小新杰斯”：2016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

2010年南非太阳城百万美元公棚大赛亚军

军/全国5位
2016年PIPA排行榜5场全国赛比利时长距离成鸽亚

“巨人”，作出子代：

军、3次冠军

“费舍尔”(伯特.凡登伯格)

-“晚生杰斯”：~子代：2012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

阿让/波尔多全国成鸽5,507羽冠军

6位&7次全省前100位

拿邦地区冠军/联省亚军/国际一岁鸽11,000羽54位

-“黛西”：~子代：8次冠军（包括杜尔斯全省1,852

“费舍尔同窝兄弟”

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15,902羽8位

2013-2015年PIPA排行榜布瑞福全国冠军、2016年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卡磅”，作出子代：
“葛萝莉娅公主”(伯特.凡登伯格)

"冠军号"

‘CHAMPION’
 BE01-4094638
克利斯.赫博瑞基础种公

"小黑雌"
‘ZWARTJE’
 BE06-4081816
"绅士" 孙女

盖雷全国一岁鸽9,754羽冠军/17,430羽最高分速
克利斯.赫博瑞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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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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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王"

‘THE LION KING’  BE09-3095111
狮子王

"狮子王" 获得：
2009年杜尔斯全省幼鸽1,345羽冠军
2010年奥尔良一岁鸽682羽冠军
2010年亚精顿全省5位/全国一岁鸽19,816羽14位
2010年波治全省一岁鸽2,054羽5位
2011年苏雅克全省1,138羽6位/全国5,667羽69位
2010年阿碧斯全省一岁鸽4,680羽10位
2011年利蒙治全国大区一岁鸽6,810羽37位/全国14,211羽142位
2012年苏雅克全国7,760羽40位
2013年苏雅克全国5,382羽69位
"狮子王" 的孙代 "全省号直子" (Son Provincial) BE16-3084115获得:
2017年图勒全国9,578羽28位
2017年亚精顿II全省 1,729羽33位
"狮子王" 作出子代“路易斯”(马尼克.德尼夫)
- 子代荣获：
2017年塞维利亚公棚赛热点赛869羽10位
2017年阿尔加维公棚赛热点赛2,937羽14位
- 子代“爱玛”在2018年荣获：
波治全国19,233羽63位
盖雷全国8,571羽94位
查特路全国13,086羽115位
地区2.-2.-2.-2.-2.-3.-4.-7位
全省11.-16.-27.-93.-位等

"海王星"
‘NEPTUNUS’
 BE99-3199708
“娇小号”直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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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号直女"
‘DAUGHTER CHAMPION’
 BE07-4361085
克利斯.赫博瑞

// "狮子王" 的子代

"荣耀狮子"

‘TRIPLE ONE’  BE16-3084111

‘GLORIOUS LION’  BE17-3008039

出自 "狮子王" X "苏菲"
"三个一" 获得：
2017年波治II全省1,032羽14位
2017年查特路全省3,084羽54位

"狮后"
‘LION QUEEN’  BE14-3067005
出自 "狮子王" X
"阿玛丽娅" (PEC)

出自 "狮子王" X "葛萝莉娅公主"
荣耀狮子获得：
布洛瓦全省5,948羽16位
查特路全省2,343羽127位

"狮子王" 子代

"三个一"

"法比奥拉"
‘FABIOLA’  BE15-3150401
出自 "狮子王" X "苏菲"

子代“全省号直子”
(Son Provincial BE17-3008115）
2017年图勒全国9578羽28位
2017年亚精顿II全省1729羽33位



本目录收录了2017年及之前出生的“
狮子王”的全部子代，而在本拍卖会
中，还将上线数羽2018年出生的“
狮子王”的子代，但他们并未纳入本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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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人 (GOLIATH)

"巨人"
巨人(GOLIATH)

‘GOLIATH’  BE09-3095224
子代“费舍尔”(伯特.凡登伯格)：
2013年阿让/波尔多全国成鸽5,507羽冠军
2012年拿邦全国一岁鸽6,933羽50位/国际11,000羽54位
联省一岁鸽405羽亚军/地区144羽冠军
2013年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5,742羽578位
杜尔斯联省一岁鸽3,634羽526位
威尔森联省成鸽6,420羽865位
“费舍尔”作出子代“221/14”：
威尔森781羽冠军/全省7,056羽亚军
利蒙治全国14,937羽430位
“费舍尔”作出孙代：
开尔公棚赛决赛欧洲冠军/国际56位
子代“费舍尔同窝兄弟”：
查特路全国15,902羽8位

"海王星"
‘NEPTUNUS’
 BE99-3199708
“娇小号”直孙

"蕾莫娜"

"冠军号直女"
‘DAUGHTER CHAMPION’
 BE07-4361085
克利斯.赫博瑞

"达里奥"（ Dario BE18-3035237）
2018年波提尔全省1688羽冠军
"贝琳达"（ Belinda BE16-3041216）
2016年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组鸽王4位
2016年查特路III全国大区5090羽季军
2017年图勒全国9578羽117位
2017年波治I全国20759羽186位
"科温"（Corwin BE17-3094401）
2017年布洛瓦全省5948羽23位
2017年查特顿全省3277羽41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19859羽85位
"沙瓦内尔"（Chavanel BE17-3094449）
2017年查特顿3277羽98位
2018年盖雷全国8517羽118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19859羽139位
"克莱蒙蒂娜"
(Clemontine BE17-3084450）
2018年杜尔斯全省1490羽17位

‘REMONA’  BE14-3154520

出自 "巨人" X "莫娜" ("葛萝莉娅"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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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克里斯.德巴克得到了一羽“戈里
亚“X“霹雳麦当娜”（28页-“新闪电
号”的姐妹）作育的直女。他将这羽雌鸽
命名为“安吉莉娜”（Angeline BE153025006）。她很快便成为一羽超级种
雌，前3年参加育种便作育如下顶级子代：

"巴塔萨"（Baltasar BE16-3041259）
2016年彭图瓦兹17902羽15位

// 葛罗莉娅-费舍尔

"超级爱丽丝"
出自 "费舍尔" X "葛萝莉娅"

"费舍尔" ‘FYTHER’  BE11-4291405 *

"弗洛尔"

‘FLORE’  BE15-3025152

"巨人" X "桑德琳妮"
"费舍尔" 获得
2013年阿让/波尔多全国成鸽5,507羽冠军
* “费舍尔”不由盖比所有，因此他不会在拍卖会中出售。

葛罗莉娅-费舍尔

‘SUPER ALICE’
 BE14-4234253

出自 "费舍尔" X "阿莉西娅"

"芬"

‘FIEN’  BE15-3025151

出自 "费舍尔" X "阿莉西娅"
(出自 "超级罗密欧" X "葛萝莉娅")

作育子代“路易”(Louie) BE17-3008130获得:
2017年克莱蒙602羽冠军/ 10,250羽11位
2018年查特路全省2,343羽27位
2018年利蒙治II全国7,236羽136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19,859羽14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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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海王星(GESCHELPT NEPTUNUS)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斑海王星(GESCHELPT NEPTUNUS)

"斑海王星" ‘GESCHELPT NEPTUNUS’  BE10-3047071
直子 "鲁迪681"，为吉诺.克里克作出子代：
莱邦纳全国5,890羽9位

"海王星"

"冠军号直女"

‘NEPTUNUS’
 BE99-3199708
“娇小号”直孙

‘DAUGHTER CHAMPION’
 BE07-4361085
克利斯.赫博瑞

 作育

"皮可"

"波可"

出自 "鲁迪" X "斑海王星"

出自 "鲁迪" X "斑海王星"

贾纳克全国3,904羽88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169位
冯特内265羽季军
冯特内9,080羽52位

利蒙治全国14,937羽66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463位
布瑞福全国9,132羽705位

‘PICO’  BE15-302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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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O’  BE15-3025022

// 卡磅(KAPOEN)

‘DE KAPOEN’  BE12-3162831

"卡磅" 是 "巨人" & "狮子王" 的全兄弟
"海王星"
‘NEPTUNUS’
 BE99-3199708
“娇小号”直孙

卡磅(KAPOEN)

"卡磅"

"冠军号直女"
‘DAUGHTER CHAMPION’
 BE07-4361085
克利斯.赫博瑞

"葛萝莉娅公主"
‘PRINSES GLORIA’
 BE13-4186089 *
盖雷全国一岁鸽9,754羽冠军/
17,430羽最高分速

 作育

* "葛罗莉娅公主" 不由盖比所有，
因此她不会上线本场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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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王星"的其他子代

"海王星" 的其他子代
孙代获得国际冠军

"泰莎"

"蓓乐"

"婷娜"

‘TESSA’  BE10-3047084

‘BELLE’  BE12-3162876

‘TINA’  BE12-3168950

出自 "海王星" X "海啸号" 全姐妹
("闪电号"直女)

出自 "海王星" X "冠军号直女"

孙代“加布里艾拉”(吉诺.克里克)：
2016年阿让全国一岁鸽2,932羽冠军、
国际雌鸽冠军
阿让国际一岁鸽9,043羽9位

子代“亨利” BE17-3008017：
2017年杜尔斯全省幼鸽3,478羽8位
查特路联省一岁鸽2,343羽25位
2017年杜尔斯全省幼鸽6,741羽56位

作育子代“方妮”(Fonne)BE17-3008071：
2018年利蒙治II全国7,236羽22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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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海王星" X "冠军号直女"
子代“布鲁斯” BE17-3008024：
2018年克莱蒙地区一岁鸽422羽5位
2018年波治全国一岁鸽19,133羽359位
2017年冯特内全省5,521羽51位

// "海王星"的其他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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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星" 的其他子代

"月光号"

"芭贝特"

"杰克"

‘MOONLIGHT’  BE10-3179399

‘BABETTE’  BE12-3168829

‘JACK’  BE12-3168830

出自 "海王星" X "所向无敌雌"

出自 "海王星" X "冠军号直女"

出自 "海王星" X "冠军号直女"

“海王星”血系在上至800公里的全部距离比赛中表现优异
盖比.凡德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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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顶级赛将&种公

其他顶级赛将&种公

蒙托邦全国冠军
由艾瑞克.佛曼德使翔

"拿破仑"

‘NAPOLEON’  BE12-3054196
2014年蒙托邦全国5,935羽冠军
2013年布瑞福全国6,842羽10位

"法可兄弟" ‘BROTHER FALCO’

"阿妮塔全姐妹" ‘SISTER ANITA’

 BE05-3224796

 BE10-3137504

祖父:

"罗马里奥直子" ‘Zoon Romario‘
 BE06-3002690

祖母:

"巴塞罗那号直孙女"

"玛蒂尔德" ‘Mathilde‘
 BE99-302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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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

"诺尔" ‘De Noel‘
 BE97-3229754
超级种公

外祖母:

‘Gr.daughter Barcelona‘
 BE07-3207505

// 其他顶级赛将&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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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爱坐雄" ‘ZITTERKE’  BE11-3070033

"佑斯特" ‘JOOST’  BE12-3088098

父亲:

2014年冯特内全省7,568羽冠军
2013年冯特内I全省一岁鸽2,903羽亚军
2013年冯特内II一岁鸽53羽冠军
2013年波治联省一岁鸽1,661羽5位
波治全国大区2,377羽9位/全国13,588羽94位
2014年威尔森全省8,394羽7位
2015年图勒全省1,053羽9位/全国大区2,432羽22位
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一岁鸽4,503羽30位/342羽亚军
查特路全省一岁鸽3,469羽23位/全国19,691羽291位
2013年亚精顿全国大区一岁鸽1,036羽41位/全省727羽14位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3,788羽69位
杜尔斯387羽季军/全省4,939羽30位
2015年杜尔斯160羽季军/全省5,697羽13位
作育子代“罗伊德”(Lloyd) BE17-3008127：
2017年杜尔斯全省3,478羽19位

"西斯特斯"

‘Sixtus‘  BE06-1267006
"白腹号" 外孙
母亲:

"萝莉"

狄斯麦特-瑞斯帝安原舍

‘Lily‘  BE09-3095066

"白腹号" 血系

父亲:

"阿玛帝欧" ‘AMADEO’  BE11-3070021
2015年图勒联省1,053羽冠军/全国大区2,432羽亚军
2012年亚精顿一岁鸽276羽冠军/联省2,844羽9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8,476羽73位/全国22,384羽216位
2015年克莱蒙165羽冠军
2013年布瑞福地区亚军/全国7,331羽15位
2015年杜尔斯160羽5位/联省5,697羽21位
2012年利蒙治一岁鸽255羽6位/联省2,867羽54位
利蒙治全国17,735羽321位
2013年冯特内242羽6位/全省6,144羽19位
2014年蒙吕松332羽8位/联省1,840羽64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2,744羽91位/全国14,230羽207位
2012年安吉维尔一岁鸽266羽8位
2013年图勒联省1,012羽55位/全国7,350羽587位
2014年利蒙治联省92位/全国7,221羽150位
父亲:

母亲: "纳克加勒雌"

 BE06-4363899

"阿玛迪斯" ‘AMADEUS’  BE16-3084065
2018年查特路全省4,532 羽43位
2017年波治I全国20,759羽224位

父亲:

"阿玛帝欧"

‘Amadeo‘  BE11-3070021
顶级赛将

"150号"

母亲: "灰葛斯顿"

"若日之父"

‘Father Roche‘  NL08-1544155
全国中距离鸽王亚军 之父
威廉.迪布恩
‘Nachtergaele-Duivin‘

‘De 150‘  BE04-2182150
"迪克" 直女
‘Blauwe Gaston‘  BE08-6177647

其他顶级赛将&种公

2013年杜尔斯一岁鸽213羽冠军/全省4,393羽21位
2013年布瑞福全国8,331羽28位
2015年利蒙治全国8,303羽95位
2012年波治一岁鸽170羽季军/联省1,877羽16位
波治全国大区5,193羽75位/全国16,859羽113位
2013年亚精顿275羽7位/联省2,501羽49位
2012年杜尔斯一岁鸽154羽7位/联省4,165羽70位
2013年卡奥尔联省1,167羽50位
2015年图勒联省1,053羽64位
布瑞福联省2,953羽80位/全国15,009羽407位

母亲: "神奇露娜"

‘Magic Luna‘  BE15-3025110
 作育

"神奇先生" 直女

葛斯顿.范德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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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顶级赛将&种公

其他顶级赛将&种公

"全省号"

"猎人"

"鲁迪" 直孙

基斯.波西瓦原舍

‘DE PROVINCIAAL’  BE13-3057936
杜尔斯全省5,639羽冠军
内佛斯全国大区1,337羽冠军
伊苏丹309羽冠军/全国大区2,602羽10位
奥尔良全省5,473羽62位
2014图勒全国5,731羽95位
Raced by Lannoo-De Clerck
父亲: "科比"

‘Kobe‘  BE11-3175762
"鲁迪" 直子
母亲:

 作育

‘THE HUNTER’  NL10-1693078

子代"弗洛姆" (海哥蒙特.劳兰斯)：
2013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一
岁鸽王冠军
杜尔斯全省2,297羽冠军
莱邦纳全国13,134羽亚军
奥尔良全省3,797羽5位
杜尔斯全省1,173羽6位
拉索特年全国11,236羽101位
共计4个冠军奖项

"全省号之母"

‘Mother Provinciaal ‘
 BE11-3067728

父亲:

"花头奶酪小子"

‘Bonte Kaasboer‘
 BE04-6082266
母亲:

"冠军雌"

‘Champie‘  NL08-1548902
"暂停号" 直女

"全省号直子"
‘SON PROVINCIAL’  BE16-3084115
2017年图勒全国9,578羽28位
2017年亚精顿II全省1,729羽33位

子代 "凯因"：
2016年查特路全国大区8,112羽冠军/全国25,126羽4位
2015年波治全省1,415羽冠军/全国大区2,976羽8位
2015年图勒全省1,306羽32位/全国大区3,358羽113位
图勒全国8,621羽593位
2015年布瑞福全省1,330羽48位/全国大区3,405羽133位
布瑞福全国9,049羽451位
子代“玛莎” BE17-3008054：
2017年冯特内全省幼鸽9,803羽59位
2018年波治全省91位/全国一岁鸽19,133羽202位
孙代BE18-3035219 为克里斯.德巴克获得
2018年彭图瓦兹全省幼鸽14427羽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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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顶级赛将&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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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顶级赛将

"耶罗姆"

"帕特里克"

"迪伦"

‘JEROME’  BE16-3084097

‘PATRICK’  BE15-3025154

‘DYLAN’  BE16-3084124

"伟大号" X "蕾莫娜"
(出自"巨人" X "莫娜")

吉恩全国冠军全兄弟 – "闪电号" 回血

2018年布瑞福全国9,278羽107位
2018年利蒙治I全国15,789羽252位

P.德瑞克原舍

2017年利蒙治II全国9,162羽68位
2018年布瑞福全国9,278羽133位
2016年拉索特年全国9,580羽466位

出自 "帅气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
白腹号" 直子) X "女郎2号"
("塔比1号" 直女)
2017年波治II全省1,032羽1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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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顶级赛将&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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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闪闪电号" 和 "阿玛丽娅" 是2017
年亚精顿全国幼鸽冠军的祖父母
其他顶级赛将&种公
半兄弟

"快闪白腹号"

"快闪闪电号"

"阿玛丽娅"

‘FLASH WITTENBUIK’  BE14-3067002

‘FLASH BLIKSEM’  BE14-3067001

‘AMALIA’  DV01274-12-335

出自 "新福雷迪"（PIPA菁英育种中心）
X "桑德里娜"（"费舍尔" 之母）

出自"新福雷迪" X "海伦娜"
（"闪电号"直女）

"奥林匹克44" 直外孙女沃夫岗·路伯

作育子代 "卡米尔" 获得：
2018年查特路全省2992羽8位
2017年布洛瓦全省2380羽8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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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闪闪电号" X "阿玛丽娅" 作育直外孙女 "蒂亚姆"（Thiam BE17-1143246）获得
2017年亚精顿全国幼鸽21915羽冠军（席宝特-布恩斯使翔）

// 潜力一岁赛将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布鲁斯"

‘HENRI’

‘BRUCE’

 BE17-3008017

 BE17-3008024

出自 "新闪电号" X "贝拉"

出自 "帕布罗" X "蒂娜"

杜尔斯全 省3,478羽8位
查特路全 省2,343羽25位
杜尔斯全 省6,741羽56位

2017年冯特内全省5,521羽51位
2018年波治全国19,133羽359位

"薇拉"

"夏娜"

‘VERA’

‘XENA’

 BE17-3008027

 BE17-3008104

出自 "帕布罗" X "斑海王星"

"凯撒" X "多莉娅"

克莱蒙地区602羽季军

潜力一岁赛将

"亨利"

(葛萝莉娅全姐妹的直女)
2017年冯特内363羽季军
2017年查特顿全省3,277羽5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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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力一岁赛将

潜力一岁赛将

"丹尼尔"

"诺尔"

"维多利亚"

‘DANIËL’  BE17-3008079

‘NOËL’  BE17-3008080

‘VICTORIA’  BE17-3008139

出自 "闪电王子"
("新闪电号" 直子) X "娜奥米"

出自 "闪电王子"
("新闪电号" 直子) X "娜奥米"

出自 "尤诺"
("新闪电号" 直子) X "宝琳娜"

2018年波治I全国19,133羽123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19,859羽234位
2018年查特路联省2,992羽65位
年布洛瓦全省2,380羽9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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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布洛瓦II全省2,380羽37位
2017年布洛瓦I全省5,948羽38位



2018年杜尔斯全省1,490羽6位

由于周边村镇爆发新城疫带来的官方管制，2018年7月7日至8月初，盖比所在地区不被允许参赛，
盖比的赛鸽便没有再参加比赛。因此2018年盖比赛鸽战队仅参加了有限的几场比赛。

// 潜力一岁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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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一岁赛将

"雷穆斯"

"玛莎"

"布丽姬特"

‘REMUS’  BE17-3008041

‘MARTHA’  BE17-3008054

‘BRIGITTE’  BE17-3008122

出自 "凯撒"
("葛萝莉娅" 全兄弟) X "爱丽娜"

出自 "猎人" X "葛萝莉娅全姐妹"

出自 "皇家王子"
("葛萝莉娅" 全兄弟) X "露丝"

奥尔良548羽4位
查特顿全省3,277羽30位

2017年冯特内全省9,803羽59位
2018年波治全国一岁鸽19,133羽202位

杜尔斯全省1,490羽3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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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力一岁赛将

潜力一岁赛将

"路易"

"静谧号"

"罗伊德"

‘LOUIE’  BE17-3008130

‘SERENITY’  BE17-3008019

‘LLOYD’  BE17-3008127

出自 "帅气瑞恩" X "弗洛尔"
("费舍尔" 直女)
2017年克莱蒙602羽冠军/ 10,250羽11位
2018年查特路全省2,343羽27位
2018年利蒙治II全国7,236羽136位
2018年亚精顿I全国19,859羽14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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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巨人" X "白羽鲁迪"
2017年查特顿全省3,277羽40位

出自 "佑斯特" X "鲁迪公主"
2017年杜尔斯全省3,478羽19位

// 潜力一岁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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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一岁赛将

"芬恩"

‘FONNE’  BE17-3008071

出自 "格斗士" ("花花公子白腹号" 直子) X
"泰莎" ("海王星" 直女)
2018年利蒙治II全国7,236羽224位

"卡米尔"

‘KAMIEL’  BE17-3008112

出自 "闪电白腹号" ("新福雷迪" 直子) X
"罗莎" ("超级罗密欧" 全姐妹)
2018 年查特路全省2,992羽8位
2017年布洛瓦全省2,380羽8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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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比.凡德纳比援外成绩

以盖比.凡德纳比鸽系为基
础的顶级鸽舍
鲁迪.狄萨尔(Rudi De Saer) – 比利时雷塞莱德(Ruiselede)

骑行去登特海姆...
鲁迪.狄萨尔在年轻时，是一位骑行爱好者。虽然那时

2009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成鸽舍亚军

候他已经非常热爱赛鸽运动，但还是会去骑行训练。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王亚军 (“最爱号”)

在一次他最喜欢的骑行训练中，他在登特海姆逗留了

2012年苏雅克全国7,760羽冠军 (“安东尼奥”)

下来，去拜访盖比.凡德纳比。但不巧的是，这位大

2014年卡奥尔全国7,136羽冠军 (“新杜尔斯”)

师并不在家。所幸的是，在接下来一次访问中，他得

2012年利蒙治全国13,789羽冠军 (“新杰斯”)

以见到大师。鲁迪直奔主题，想要盖比所有最好的鸽

2015年利蒙治II全国8,301羽冠军 (“最爱号”)

子的幼鸽。如出自镇舍种鸽“娇小号”、“白腹号”
、“涡轮号”、“利蒙治号”和“海王星”等顶级鸽

此外，荷兰的马丁.德波特(Martin de Poorter)以

的幼鸽。不久，雷塞莱德的鲁迪鸽舍盼来了这些未来

“雨人”(Rainman)，斩获了2012年圣维仙全国

之星。

3,161羽冠军 (“雨人”是100%狄萨尔血系鸽，
经BDS团队引入)。

 盖比年轻时从来没有

想过自己的赛鸽能对
世界鸽坛产生如此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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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有人可以意料到，这正是狄萨尔团队自

能获得如此荣誉与优胜奖项，其卓越镇舍种母

2009年以来称雄全国长距离赛的根基所在。在他们获

“好雌号”(’t Goedje，BE05-3177035，

得的众多优胜奖项之中，以下是他们的代表之作：

100%盖比.凡德纳比血系)与镇舍配对“派利奎号”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成鸽舍冠军

X“柯丽”(Perigueu x Corry)，厥功至伟。

2010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成鸽舍冠军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鲁迪.狄萨尔

“好雌号”出自“娇小号直子”(涡轮号的全兄弟)。
她的育种成就，真的是叹为观止，令人拍案叫绝。
她作育的子代包括：
-“安东尼奥”(Antonio):苏雅克全国7,760羽冠军
-“新杜尔斯号”(New Tours) : 2014年卡奥尔全国
7,136羽冠军，也是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
佳鸽舍冠军功臣

-“杜尔斯号”(Tours): 2010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
冠军功臣, 2009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亚军功臣
-“贝莱肯”(Bleken): 2010年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
冠军功臣; 2010年KBDB长距离全省鸽王季军&全国鸽
王4位
-“密友”(Close): 图勒俱乐部冠军, 全省亚军以及全国
10,251羽4位
-“密友2号”(Close 2): 2012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8位
-“冠军号”(Champion): 作育超级子代“最爱号”
(Favoriet): 利蒙治全国18,390羽亚军,利蒙治全国 7,221
羽17位, 查特路全国 15,902羽40位, 苏雅克全国5,282
羽41位，以及2014年KBDB全国
长距离最佳鸽舍冠军功臣
-“杜尔斯同窝姐妹”(Nestzus
Tours): 作育子代获得杜尔斯全省
冠军与波治全省冠军
-“新星”(The Next): 获得3个冠
军奖项
-“小贝莱肯”(Bleeksken):作育子
代获得查特路全省3,486羽冠军,
以及2013年布瑞福全国8,331羽
季军

内马尔”(Neymar):利蒙治全国18,390羽6位,盖雷全国
大区2,222羽9位, 拉索特年全国11,236羽10位,
苏雅克全国3,641羽28位与图勒全国5,976羽42位；
其他子代还获得亚精顿全国大区 1,648羽冠军, 利蒙治
全国18,390羽6位, 杜尔斯全省6,400羽8位, 利蒙治全
国14,673羽8位, 盖雷全国大区2,222羽9位, 以及拉索特
年全国11,236羽10位
-“独眼女侠”(One Eye Blind): 子代获得波治全国31,719
羽9位以及卡奥尔全国10,381羽14位
-“灰鲁迪”(Blue Rudi): 子代获得FCI泰国世锦赛冠军
-“灰天使”(Blue Angel): 子代“雨人”获得2012年圣
维仙全国3,161羽冠军, 国际
13,085羽季军
值得留意的是，“派利奎号”
的全兄弟“18号”(Den 18)
是“杜尔斯号”、“贝莱肯”
等超级鸽的父亲；因而，
“派利奎号”正是出自
“斑利蒙治号”(Geschelpte
Limoges)(出自迪塞恩-范德穆勒
布鲁克的利蒙治全国冠军) x
“白腹雌”(Wittenbukske)
鲁迪.狄萨尔
(盖比.凡德纳比标志铭鸽
鲁迪.狄萨尔著名的“小黑
“白腹号”之直女)。“柯丽”
雄”(Zwartjes)， 正是出自镇舍
的父亲“涡轮号”(Turbo)，
配对“派利奎号”X“柯丽”。这个配对还作育子代获
则获得了1993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与1994年
得：2009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2006年KBDB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涡轮号”是“好雌号”
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以及2005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
之父“娇小号直子”(Zoon Kleinen)的全兄弟。
4位。他们作育的子代包括：
很显然， 这绝非巧合!
-“晚生黑”(De Late Zwarten): 作育子代“

"我带走了最佳
种鸽例如娇小号、
白腹号、涡轮号、
利蒙治号、海王星
的子代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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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比.凡德纳比援外成绩

吉瓦特-兰努(Gevaert-Lannoo) – 比利时梅海姆-代因泽(Meigem-Deinze)

最小的中距离鸽舍，却获得了最大的成就！
他们以盖比.凡德纳比世界著名的标志铭鸽“闪电号”(BliksemBE98-3158062)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鸽系。
这个团队获得了这羽传奇鸽的三羽近亲血系鸽。这三羽鸽子如下： -“闪电CEO”(Bliksem CEO)BE04-3230979
- “闪电瑞克”(Bliksem Rik) BE11-3123594 -“闪电盖比”(Bliksem Gaby) BE12-3127548

继续扮演着主角。这个血系已经成为他们鸽系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他们与闪电号血系的其他后代鸽，进行
交叉配对，共铸吉瓦特-兰努许多伟大成就的根基。
这个团队已经获得了数个享誉遐迩的优胜奖项与全省

他们将闪电王朝与自己的小卡芙王朝进行配对。
配对对象包括他们的超级雌鸽“小卡芙”
(KaafjeBE07-4270406)，以及她的父亲和兄弟姐
妹。这终于使吉瓦特-兰努组合，跻身小中距离与大
中距离全国著名团队的行列。
2007年，吉瓦特.兰努以他们卓越种母“小查特路

在此，我们再次聚焦被引入梅海姆的登特海姆盖
比.凡德纳比血系：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
“闪电CEO”(BLIKSEM CEO) BE04-3230979：出自

获波治全国亚军，享誉而归。这羽“小查特路雌”

盖比世界铭鸽“闪电号”(Bliksem BE98-3158062)

(Cools-Blancke)的成名鸽，获得了查特路全省7,347

。“闪电号”也是“鲁迪”(RudyBE06-3008003)

羽冠军。她是盖比“闪电号”的孙女，她的半姐妹

的父亲。“闪电CEO”作育子代获得：

“莫娜”作育了子代“葛萝莉娅”。

- 亚精顿全省冠军以及全国成鸽组8位

吉瓦特-兰努镇舍种鸽“小查特路雌”的最著名直
女，无疑是“小卡芙”(Kaafke BE07-4270406)莫
属。她是非常的赛将，获得了布洛瓦全省2,352羽亚
军，拉索特年全国4,460羽季军，波治全国16,771羽
8位，查特路全省3,840羽8位等佳绩。“小卡芙”
的后代，在吉瓦特-兰努的种鸽舍和赛鸽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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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

雌”(Chateauke BE05-3202164)的一羽后代，
的母亲“查特路雌”，是库尔斯-布兰克

  保罗和卡洛斯组成了吉瓦特-兰努赛鸽战队

冠军，以及全省与全国级别的KBDB最佳鸽舍与鸽王

- 查特路全国大区成鸽组冠军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闪电盖比”(BLIKSEM GABY) BE12-3127548 (“鲁迪”
的直子，因而也是“超级罗密欧”和“新闪电号”的半兄弟):
他作育子代在家里获得了3个冠军奖项，以及波治全省3,385
羽5位。另外，他的孙代还获北京特比赛鸽王亚军(中国黄先
生使翔).
“DUC盖比”(DUC GABY) BE12-3127568 (“兰博II号”
直子): 作育子代“小兰博”(Rambo Junior BE14-4032089),
获得：
- 波治俱乐部228羽冠军, 以及全省1,259羽冠军
(5,861羽分速最高)
- 波治俱乐部247羽冠军, 以及全国大区6位
  保罗和卡罗精致的鸽舍

“DUC盖比”现在已有超过4羽孙代，获得了冠军。

“盖比国王”(KING GABY)
BE07-3034700: 梅海姆-代因泽种鸽舍当前头号种鸽，出自

“小盖比雌”(GABYTJE) BE06-3199322 (波治全国8位得主),

“国王”X“莫娜”(King x Mona)。“莫娜”是“闪电号”的

盖比.凡德纳比“萨尔”(Tsaar)的直女。她作育了子代：

直女，作育直女“葛萝莉娅”荣获：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

-“邦特小姐”(Miss Bont) BE11-4246007: 盖雷全省3,103羽

军。“盖比国王”有数羽子代获得了全省，甚至是全国级别

冠军，以及全国14,262羽4位

的鸽王：

-“琥珀”(Amber) BE12-4175014: 亚精顿全省6,097羽冠

-“铅笔灰雄”(Crayonné Plastron)BE10-4275421: KBDB中

军，以及全国25.949羽6位

距离全省幼鸽王冠军及全国幼鸽王亚军

通过BDS团队(小查特路雌)与

-“王子26号”(Prince 26) BE15-4146026: KBDB大中距离全

瑞克.库尔斯(闪电瑞克)，

省鸽王5位及全国鸽王6位

引入的盖比.凡德纳比鸽子，

-“公主95号”(Princess 95)BE15-4146095: 获得了7个冠军

也为吉瓦特-兰努带来了赛绩

奖项，包括波治全省1,974羽冠军；还获得2016年KBDB全省

的提升。

中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王子005号”(Prince 005)BE16-4070005: 2016年KBDB
全省中距离幼鸽王7位
他还作育了子代“大师国王”(Master King) BE12-4175097:
2014年拉索特年255羽冠军及全国7,176羽34位

“我们在17年前就开始养
鸽子了。如果我们当时知
道现在情况，我们会去引
入更多的盖比鸽子。”
保罗.吉瓦特

"盖比国王" 的后代，在其他鸽舍已经作育了5羽优秀的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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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比.凡德纳比援外成绩

安妮可.胡特森-吉尔特.范兰特翰(Annick Goeteyn-Geert Vanrenterghem) – 比利时代因泽

盖比的几枚鸽蛋成为成功故事的起点
他们从2006年开始赛鸽。当吉尔特与安妮可开始的时

欧”(Super Romeo)荣获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

候，他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计划和明确的目标：他们要

军之后，他们更是遐迩闻名。自那之后，这个神奇配对又

做到顶级之列。一个朋友把他们介绍给了登特海姆的养

为他们鸽舍，作育了多羽优秀的赛将。

鸽大师盖比.凡德纳比。盖比给了他们不少鸽蛋。这些后
来证实是吉尔特.范兰特翰与安妮可.胡特森获得成功的

 坚实牢靠的鸽系铸起伟大成就的根基。

驱动力。

当我们聚焦吉尔特.范兰特翰与安妮可.胡特森的最佳赛将
的血统时，我们会经常看到同样的血系。让我们来看看这

他们从登特海姆获得的，不仅仅是鸽蛋，还从盖比那里获

些血系：

得了友谊。最终，他们不仅获得了盖比最佳血系的鸽子，
还得到了盖比很有价值的建议和指导。毫不奇怪，他们的
鸽系中，盖比血系占到了90%至95%。

-“塔伯”(Tauber):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白腹号”
直孙，“钢铁白腹号”直子。他是神奇镇舍种公。
-“小莉丝”(Lieske): 天才种母，也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他们的首批重大胜利，随之而来。他们拿下了亚精顿、

鸽，出自“灰长官”X“南希”(Captain Blue x

布洛瓦、拉索特年和杜尔斯的全省(联省)冠军，而他们真

Nancy)。“灰长官”是杰出近亲回血种鸽，出自

正获得突破，则是在2011年。那一年，他们问鼎盖雷全

“闪电号”X“白腹号直女”。

国幼鸽冠军。这正是接下来他们连续获得一系列全省与全

吉尔特.范兰特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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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区优胜奖项的开端。

“塔伯”与“小莉丝”配对，作出了“金姆1号”

盖雷全国冠军的父母 – 神奇配对“塔比”X

(已于2014年初过世)。这样就把我们带到了镇舍配对“

“金姆1号”(Tsaby x Kim 1) – 在不久之后，也晋升

塔比”X“金姆1号”的面前。这个配对作育子代获得了

为世界著名育种配对。特别是他们的孙子“超级罗密

盖比全国冠军与杜尔斯联省冠军。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他们的孙代“超级罗密欧”，更是为盖比.凡德纳比获得了

一。在2012年和2014年，他4次获得全国前百位，9次获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塔比”

得全国大区2,110羽至8,476羽前百位的优异成绩，包括

也是凡德纳比原舍鸽：他出自顶级鸽“萨尔”

图勒全国大区冠军。“奥兰多尔”的孙代“蕾娜特”

(全省冠军-12位-18位)X

(Renate BE15-3095344)，为迪

“贝特茜”(出自A.修威特团队的

克&巴特.狄罗德(Dirk & Bart

布瑞福全国16,007羽冠军).
“塔伯”X“小莉丝”还作育另一
羽在代因泽非常有名的种鸽
“孟菲斯”(Memphis)。他作育
了子代“查特顿”、“杜兰戈”
安妮可在她的鸽舍前 

和“派翠克”(2014年威尔森联
省冠军)。

"我们非常感
激盖比与我
们分享他的
赛鸽经验"
吉尔特.范兰特翰和安妮可.胡特森

Delodder)获得了亚精顿全国
11,215羽冠军。
范兰特翰夫妇的鸽系核心，是一些
主要血系，而这些血系又都拥有亲
缘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育种
与赛鸽竞翔团队，而这个团队内，
几乎所有获奖鸽，又相互关联，
互为亲缘。感谢盖比.凡德纳比！

在“小莉丝”成为极有价值的镇
舍种母之际，吉尔特与安妮可立即又与盖比联系，
看看他是否还有“灰长官”X“南希”的鸽子。不久之
后，另一羽优异种鸽，被引进了。他就是“奥兰多”
(Orlando)，“小莉丝”的全兄弟。最后，连“南希”
也被转到了代因泽。
除了“塔比”X“金姆1号”，“奥兰多”X“尼古莉
娅”(Orlando x Nicofelia)也证实是非常高品质的育种组
合。他们也作育了多羽顶级鸽。这个组合作育的“奥兰多
尔”(OrlandorBE11-4245806)，是他们极优秀的鸽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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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比.凡德纳比援外成绩

路克.德莱尔(Luc De Laere) – 比利时安泽赫姆(Anzegem)

路克. 
德莱尔

黄金种鸽 "帝克" 和宝贵的"闪电号"
血统取得了特别优秀的成绩！
路克与他已故的父亲毛利斯.德莱尔，能以优异的成绩雄中距离赛 其镇舍种鸽
“帝克”(Tieke)功不可没。这个血系与2016年引入的盖比.凡德纳比传奇鸽
“闪电号”的后代组合，使德莱尔团队的表现得到极大提升。
德莱尔父子开始在大中距离、甚至是小长距离的全省
与全国赛上，获奖丰硕。这些比赛包括利蒙治、布瑞
福和图勒赛。“帝克”血系与多羽盖比.凡德纳比鸽
融合特别好，包括以下鸽子：
-“贾丝廷闪电号”(Justine Bliksem)
BE06-3008201: 价值非凡的种母，其子代/孙代/曾
孙代为路克.德莱尔获得了多个冠军奖项，或者成为
了团队全省赛明星鸽。她的子代“小霸龙”
(Baron Junior), “白条雌”(Witpenneke),
“贾丝廷娜”(Justina) 和“完美雌”(Perfecta)，
已经踏上她的足迹，继承起她的衣钵。
-“勇敢闪电号”(Brave Bliksem) BE06-3008203:
卓越镇舍种鸽
-“幸运闪电号全姐妹”(Zuster Lucky Bliksem)
BE06-3015091
-“加布莉拉”(Gabriella) BE11-3070273: 波治全国
冠军“詹姆斯.庞德”与布瑞福全国冠军“阿弗雷
德”(Alfred)的孙女。"加布莉拉" 的子代 "小耶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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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ommeke)，现为团队超级明星鸽。
(详见下文)
-“强壮白腹号”(Strong Wittenbuik)
BE14-3070272
“帝克”黄金血系与价值非凡的盖比“闪电号”血系
的结合，已经为安泽赫姆的德莱尔鸽舍带来了丰硕
的成果，引领着获得了如下佳绩：
-2010: 5个全省冠军, 20个冠军奖项，以及一个近在
咫尺的全国桂冠：波治全国一岁鸽14,119羽亚军
-2014: 名义上的查特路全国冠军：路克在鸽舍中发
现了这羽鸽子，但他没能及时打钟，使他憾失全国
冠军
-2015: 3个全省冠军
-2016: 3个全省冠军，以及KBDB西法兰德全省大中
距离鸽王冠军(“小耶罗姆”)
-2017: 7个全省冠军, 11个全省亚军, KBDB西法兰德

最佳综合鸽舍冠军, KBDB全国小中距离最佳幼鸽舍
5位等等

团队现在的头号冠军鸽，当属超级明星
“小耶罗姆”(Jerommeke BE14-3070203)。
以下是他的获奖佳绩：
2016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2017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杜尔斯全省2,122羽冠军
查特路全省924羽冠军
亚精顿全省1,863羽亚军
杜尔斯全省6,720羽季军
查特路全国6,850羽10位等等…

“小耶罗姆”是帝克血系与鸽坛历史上全球最成功的
血系之一 — 闪电号血系，成功配对的代表之作。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杨.胡曼斯(Jan Hooymans) – 荷兰凯尔克德里尔(Kerkdriel)

著名的 "哈利" 血系
"这对配对的育种
成绩铸就了赛鸽
世界的一段历史"
杨.胡曼斯

杨一直都很喜欢盖比.凡德纳比的鸽子。一天，杨想要盖比为他做
一个回血配对：“闪电号”X“多萝丝”(Dolores)。"多萝丝"
是“白腹号”的直女、“闪电号”之父“上校”的全姐妹。
盖比并不提倡这类近亲回血，因此，杨.胡曼斯真的花了好一
番功夫，才说服他把这两羽鸽子配在了一起。
这个配对的结果，可以写

NPO查特顿8,781羽季军(总21,520羽分速最高)

入世界鸽坛青史。正是这
个配对，作育了“年轻

自“哈利年”(2009年)起，正是镇舍配对

闪电号”(JongeBliksem

“年轻闪电号”X“迪克雌”作育的子代、

BE01-3266512)。他与考

孙代和曾孙代，为杨.胡曼斯夺得了12个NPO冠

夫曼的“迪克雌”(Klein Dirkje)配对，作出了最

军奖项。这些冠军，主要是在500公里至700公

负盛名、誉满鸽坛的传奇赛将与镇舍种鸽：杨.胡

里当日归长距离赛上获得的。此外，他还获得了

曼斯标志鸽

2个全省速度赛冠军。

-“哈利”(HARRY) NL07-2007621:

这个黄金血系，已经使杨.胡曼斯华丽转身为国际

2009年WHZ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著名鸽友。

2009年“王中王”全国鸽王冠军
NPO布洛瓦5,553羽冠军(总37,728羽分速最高)
NPO查特路5,979羽冠军(总22,340羽分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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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克.库尔斯(Rik Cools) – 比利时雷塞莱德(Ruiselede)

最佳凡德纳比血系后代

瑞克.库尔斯有识鸽慧眼。从他的鸽系和多年来他在鸽子上的投入，你就可以看得出这点。瑞克想要以顶级鸽为核心，
为鸽队建立稳固的基础。而他并不需要去很远做投资调研，他在邻近鸽友盖比.凡德纳比的鸽舍，找到了需要的鸽子。
瑞克获得了盖比最优秀血系的后代鸽，并且作为
(Flicka BE04-3238531)。“闪电号直子”是盖
合作育种的一部分，他经常会用自己的冠军鸽，
比.凡德纳比与瑞克.库尔斯合作育种的成果，出
与盖比镇舍种鸽进行配对。这对双方来说，
自“闪电号”X“雅吉”；而“费莉卡”则是
是双赢的，产生了诸
2004年波治全国冠军“爱
如“闪电号”X“费莉
人”的全姐妹，出自盖比
达”(Fryda)、“闪电
“白腹号”血系X库尔斯-布
号”X“雅吉”(Aagje)
兰克“雌鸽王”(Aske)。
和“闪电号”X“小卡
特”(Kaatje)这样的配对。
瑞克.库尔斯当前的镇舍
他们为双方鸽舍带来了成
种母“小玛莉”(Marieke
绩的提高。现在，盖比的
BE08-3037512),出自“闪
当家花旦、镇舍种鸽“鲁
电号直子”(Zoon Bliksem
迪”，事实上正是50%的
BE05-3006794)X "费莉卡"
瑞克.库尔斯
瑞克.库尔斯血系鸽。他出
(Flicka BE04-3238531)。
自“闪电号”X瑞克.库尔
“闪电号直子”是盖比.凡德
斯的“小卡特”。
纳比与瑞克.库尔斯合作育种

"凡德纳比
赛鸽是世
界级鸽系"

  瑞克.库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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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克.库尔斯当前的镇舍种母“小玛莉”
(Marieke BE08-3037512),出自“闪电号直子”
(Zoon Bliksem BE05-3006794)X“费莉卡”

的成果，出自“闪电号”X“雅吉”；而“费莉
卡”则是2004年波治全国冠军“爱人”的全姐
妹，出自盖比“白腹号”血系X库尔斯-布兰克
“雌鸽王”(Aske)。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瑞克.库尔斯在自己
位于西法兰德省雷
塞莱德的鸽舍前

“小玛莉”的另一羽直女“卡拉”(Carla)，
也是很给力的冠军赛将(克莱蒙-查特路-贡比涅)
。2018年的第一场比赛，她就获得了克莱蒙冠
军(198公里)。同时，她还在6月中旬获得了查
特路全省2,714羽冠军。她已经将查特路全国
29,580羽24位，收纳名下。
种鸽“菲尔”(Phill)，是“小玛莉”的全兄弟。
他作育了顶级赛雌“福洛伦斯”(Florence)获
得： 2011年KBDB全省幼鸽王冠军。
“福洛伦斯”又作育子代16-008获得查特路全
国26,606羽7位，以及超级鸽“阿米果”
(Amigo)。“阿米果”是瑞克.库尔斯原舍鸽，
他为克里斯.德巴克获得了不止一个全省冠军，
而是在7天内获得了2个全省桂冠：

-“阿米果”(Amigo) BE15-3109516
杜尔斯全省 6,083羽冠军 (25/7/’15)
杜尔斯全省 5,313羽冠军 (18/7/’15)
WVOU克莱蒙 7,175羽94位

“小玛莉”血系，已经为瑞克鸽舍与其他鸽
舍带来了多个冠军和全省优胜奖项。事实证
明，瑞克.库尔斯与盖比.凡德纳比是一个完美
的组合。瑞克.库尔斯已经囊括了9个全国鸽
王前5位、全国顶级奖项，甚至是全国冠军。
感谢盖比.凡德纳比!

103

// 盖比.凡德纳比援外成绩

吉诺.克里克(Gino Clicque) – 比利时韦弗尔海姆(Wevelgem)

盖比.凡德纳比血系的引进成为
多项全国冠军的基础。

这些年来，克里克一直被称为比利时鸽坛的金童。他为比利时鸽友带来了众多卓越的赛
绩，包括全国大中距离与长距离赛的顶级成绩。他的获奖佳绩包括多个全国冠军与KBDB
全国鸽王。事实证明，盖比.凡德纳比鸽系的引入，为这个鸽舍带来了非凡的价值，为多个
全国冠军奠定了基础。
“黄金王子”(Golden Prince) BE13-3031767: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他曾以
拍卖会史上最高价售出。他的母亲是“蒂娜”
(Tina)BE11-3083255，其母亲出自波治全国冠军
之直子X “闪电号孙女”。
2014年蒙吕松全国19,298羽冠军得主“恶魔王
子”(Devil Prince)BE13-3031911，是一羽超
级赛将。他的父亲“超级盖比”(Super Gaby)
BE12-3162870，还作育子代获得了拉索特年全
国6,205羽9位, 蒙吕松全国19,298羽17位,以及查
特路全国22,818羽28位。他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鸽，出自“鲁迪”的半兄弟“迭戈”(Diego)X
“闪电号”直女“希尔德”(Hilde)。

104

  吉诺和黄金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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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蒙治全国6,272羽冠军、总参赛鸽14,575羽分速最
高获得者“鲁迪王子”(Prince Rudy)
BE14-3028072的母亲“鲁迪王子之母”
(Mother Prince Rudy)BE13-3056232，出生于盖
比.凡德纳比鸽舍。正如她的名字所提到的，她正是出
自盖比当今镇舍种鸽“鲁迪”X“超级皇后”。
2016年阿让全国2,932羽冠军、
以及国际雌鸽组冠军得主
“加布里艾拉”(Gabriella)
BE15-3050570的父亲
“盖比892”(Gaby 892
BE12-3162892)，也是盖比.凡德
纳比原舍鸽。他出自“闪电号”
直子“艾波闪电号”
(EbboBliksem)X“海王星”
直女“泰莎”(Tessa)。

“阿曼达”(Amanda)BE15-3050641: 2016年KBDB
全省全能鸽王冠军与2016年全省大中距离鸽王亚军得
主。她获得了杜尔斯全省4,939羽冠军。她的母亲
“莉莉”(Lili BE12-3112415)，出自“年轻闪电号”
(盖比“闪电号”与林伯格“灰鸽王”的孙代)。

我们现有鸽系与盖比.凡
德纳比血系的交叉配
对，成果丰硕，已经获

莱邦纳全国5,890羽9位得主
“鲁迪681”(Rudy 681)
BE13-3148681，是盖比.凡德
纳比原舍鸽，出自镇舍种鸽“
鲁迪”X“斑海王星”
(GeschelptNeptunus*)
(海王星直女).

  吉诺和儿子亚斯伯.克里克

“盖比693”(Gaby 693 BE133148693):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鸽，获得图勒全省1,028羽9位,
吉诺.克里克
卡奥尔全国 6,164羽28位, 波
2018年查特路II全国13,086羽
治全国 30,108羽96位, 以及图
冠军“黄金恶魔”(Golden Devil)
勒全国6,101羽140位。他出自
BE17-3061560，是一羽超级一岁赛将。他还获得了
“闪电号回归”(闪电号直子) x“玛蒂娜”(Martina)。
波治全国19,133羽18位和盖雷全国8,517羽67位。
他的母亲“伊达”(Ida BE15-3050622)出自盖比.凡
吉诺.克里克价值非凡血系与盖比.凡德纳比黄金血系配
德纳比原舍鸽“闪电号回归直女”(Dochter Returned
对，在韦弗尔海姆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卓越的成绩说明

得了绝对优异的成绩。

Bliksem BE13-3056225)。“伊达”的父亲，
则源自“白腹号”血系。

了一切：这个鸽舍已经获得了多个全国冠军与全省及全
国级别的鸽王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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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凡登伯格（Bert Vanden Berghe)–比利时沃尔特赫姆-佩特赫姆(Wortegem-Petegem)

投资引进凡德纳比鸽系让他达到顶级水平
充满激情、意志坚定、雄心勃勃，始终追求更

“费舍尔”荣获2013年阿让（波尔多）全国成鸽5,507

2014年盖雷全国一岁鸽9,754羽冠军鸽。此羽冠军鸽亦

好，这些几乎涵盖了伯特.凡登伯格的赛鸽运

羽冠军。“费舍尔”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出自“巨

是总17,430羽分速最快鸽，是100%盖比.凡德纳比品系

人”（出自“海王星”x赫博瑞之“冠军号直女”）x

鸽。她的父亲“卡波恩”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是

“桑德琳妮”（"白腹号"之回血雌，出自"白腹号"的孙

“费舍尔”父亲“巨人”的全兄弟。她的而母亲是

德纳比的鸽舍毫不意外地进入他的视野之中。

子x孙女的配对）。“费舍尔”还获得了拿邦全国一岁

“葛萝莉娅”。

凡登伯格对盖比鸽的投资使得他立刻跻身顶尖

鸽50位和拿邦国际一岁鸽16,098羽54位。

动理念。在其寻求顶级鸽的过程中，盖比.凡

鸽舍的行列。以下是他的一些靓丽的赛绩：

除了以上这些震撼赛绩外，伯特还赢得多项顶级成绩，
“葛萝莉娅”荣获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成鸽鸽王亚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

军。“葛萝莉娅”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出自“皇

利蒙治全国大区成鸽5,742羽冠军+亚军

家灰”（“白腹号”之孙代）x“莫娜”（ “闪电号”

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3,342羽冠军（入赏鸽“法尔

之直女）。“葛萝莉娅”荣获：利蒙治全国大区5,742

考”，出自“法可x史黛妃”- “闪电号”的孙女）

羽冠军、卡奥尔全国大区2,801羽10位、阿让国际雌鸽

拿邦全国成鸽6,658羽亚军（入赏鸽“冠军法可”，

2,869羽11位、阿让国际一岁鸽10,620羽39位、查特

出自“法可x克莉丝”- 赫博瑞)

路全国15,902羽53位、苏雅克全国5,282羽72位和拿

波提尔全国一岁鸽13,135羽季军和45位（入赏鸽

邦国际雌鸽2,098羽72位。

“法尔考”和 “白腹花花公主”）
拿邦全国一岁鸽7,957羽季军（入赏鸽“鸽王盖比”，

“米歇尔全国号”荣获全国长距离成鸽鸽王12位。

出自“铁人鸽王x玛蒂妮”）

“米歇尔全国号”亦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出自

利蒙治全国成鸽14,271羽4位+8位（入赏鸽“葛萝莉

“泰特斯”（“白腹号”之回血鸽）x“福洛雌”。

娅”和 “利蒙治皇帝”， “利蒙治皇帝”出自

“米歇尔全国号”荣获：波提尔全国13,813 羽34位、

“凯泽尔x赛琳”）

查特路全国一岁鸽15,902羽36位、拉索特年全国9,548
  伯特.凡登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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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56位、利蒙治全国一岁鸽17,735羽72位和波治全国

而此后，伯特.凡登伯格不断的再次拜访盖比鸽舍，

19,655羽92位。

寻觅有着特别天赋的顶尖鸽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霍夫林父子（Patrick & Dimitri Houfflijn） –比利时沃尔特赫姆-佩特赫姆

比利时最优秀的长距离赛鸽家族之一

这家鸽舍是比利时最好的长距离鸽舍之一，他们也是以盖比.凡德纳比鸽作为打底鸽。
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故事，奠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当时，派翠克来到盖
比鸽舍，要进行一些买鸽投资。

  派翠克和迪米特里.霍夫林

他只要盖比鸽舍最佳血系鸽，他投资的鸽

后来亦成为世界鸽坛

子是：1995年布瑞福全国冠军“灰费德

知名种公，作出的子

尔”(BlauweFideel)的两羽直子、1995年利

代及孙代为新一代明

蒙治全国冠军与1994年KBDB全省长距离鸽

星鸽，其中包括：

王冠军“朗克”(Ronker)的两羽直女，以及

"斑吉洛尼莫"、

KBDB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涡轮号”(Tur-

"鸽王吉洛尼莫"、

bo)的一羽幼鸽。这些鸽子与霍夫林鸽舍自

"明星吉洛尼莫" 等。

有镇舍种鸽“魏洛克”(Willequet)，进行交

这些鸽子使得霍夫林

叉配对。这就是霍夫林父子赛鸽生涯获得巨

父子的鸽舍跃升为国

大成功的开端。

际鸽坛知名鸽舍。

得益于这些盖
比.凡德纳比鸽，
我们的鸽舍很快
跻身顶级鸽舍的
行列。
迪米特里.霍夫林

他们获得了卡奥尔
霍夫林父子最为知名的鸽子无疑是超级好手

全国冠军、分别在

赛将“吉洛尼莫”。这羽超级鸽的母亲“灰

2006年和2013年2次赢得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

格莱特”是盖比.凡德纳比直系鸽。她是“布

舍亚军。他们还在2006年获得KBDB最佳综合鸽舍亚

鲁图斯”的直女，“布鲁图斯”是世界鸽坛

军。他们在全省赛和全国赛层面获奖无数。而这些都

知名铭鸽“白腹号”之孙代。“吉洛尼莫”

离不开盖比.凡德纳比鸽的推进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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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克.德尼夫（Marnick De Neve） – 比利时阿尔特(Aalter)

与凡德纳比鸽系进行超级混血育种
来自米特捷斯兰的这位中距离赛冠军鸽友，近年来在中长距离的全省赛
和全国赛中频频获奖。引入盖比.凡德纳比血系和其自家鸽系交叉配对是
其赛绩熠熠生辉的关键因素之一。
她的母亲是盖比.凡德纳比直系鸽，出自
他的引入盖比鸽的形式通过两种方式。其中直接
“狮子王”（“海王星”的一羽直子）x
引入鸽占其鸽舍收藏的50%左右（其中不乏
“索菲”（佛德曼的蒙托邦全国冠军之半姐妹）。
“鲁迪”、“超级罗密欧”、“新闪电号”、
“爱玛”在2018赛季获得：
“神奇先生”、“闪电号回
布洛瓦全省2,480羽16位
归”、“狮子号”、“快
波治全国19,233羽63位
闪罗密欧”等鸽子的幼鸽后
我在2013年决定拜访盖
盖雷全国8,517羽94位
代）。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从
查特路全国13,086羽115位
合作鸽舍中引入盖比鸽的后
比.凡德纳比的鸽舍，而自
等等
代，这些鸽舍有瑞克.库尔
那以后，我在全国赛中取
斯、鲁迪.狄萨尔、马克.范
“贝蒂”(Betty)BE16达尔、BDS战队的鸽舍等。
得了很大的成功。
4117706: 她是盖比.凡德纳
为了更好阐明，我们介绍一
比原舍鸽“灰神奇”(Blue
下马尼克.德尼夫鸽舍的一
马尼克.德尼夫
些明星赛将：
Magic)的直女，“灰神奇”
出自“神奇先生x玛蒂娜”
“爱玛”(Emma)
(Mr Magic x Martina)。
BE17-3007118: 2018年位于阿尔特的这家鸽舍
她的母亲“妮基塔”(Nikita)有着50%凡德纳比血统
的头号赛将，她是由多米尼克.维勒赫鸽舍引进。
（由瑞克.库尔斯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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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尼克.德尼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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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的战绩赫赫，
获得4个冠军奖项与多个顶级成绩：
2018年威尔森全省7,369羽21位
2017年波治全国20,759羽27位
2017年布洛瓦全省1,275羽58位
2018年利蒙治全省3,111羽80位
“多娜”(Donna)BE16-4117612: 她是“贝蒂”
的全姐妹，出自“灰神奇x妮基塔”，她获得：
2018年布洛瓦全省3,367羽43位
2017年威尔森全省3,428羽60位
2017年波治全国20,759羽85位
2017年查特路全国26,695羽116位
超级雌“维多莉娅”(Victory) BE15-4006599: 100%盖
比.凡德纳比血系。出自“霸龙”(Baron)x“伊薇塔”
(Ivita)。“霸龙”是“安东尼奥”的全兄弟，“安东尼
奥”的鲁迪.狄萨尔的超级种公，出自其镇舍种母
"好雌号”。“伊薇塔”是铭鸽“闪电号”的孙代，通过
瑞克.库尔斯引入。正如其鸽名（Victory意为胜利），
"维多莉娅”获得2个优胜奖项，以及以下顶级成绩：
2017年布洛瓦全省1,127羽12位
2018年利蒙治全省3,111羽18位
2017年查特路全国20,473羽64位
2018年威尔森全省7,369羽73位
2017年杜尔斯全省1,440羽96位

“莱拉”(Leila)BE12-415224: “维多莉娅”
的半姐妹，其母亲亦是“伊薇塔”，“伊薇
塔”是铭鸽“闪电号”的孙代。“莱拉”获得:
2014年盖雷全国7,676羽季军
2015年拉索特年全国2,548羽12位
2015年伊苏丹全国2,212羽39位
2014年波治全国8,003羽46位
2015年亚精顿全国1,759羽51位
马尼克.德尼夫舍内收藏中有着2015年比利时
两羽最佳幼鸽：“安吉莉娜”和“本吉”。
这两羽鸽的种源和盖比铭鸽“闪电号”、
“白腹号”和“娇小号”密切相关，
他们获得的鸽王头衔如下：
-“安吉莉娜”(Angelina)BE15-4006508: 出自
“麦西姆”（血系：“闪电号”x“伯明翰”) x
“蒂娜”（血系：“闪电号”x “班比诺”)：
2015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6场全国赛最佳幼鸽冠军
2015年KBDB全国长中距离幼鸽鸽王5位
-“本吉”(Benji) BE15-4006531 : 出自“里欧”x
“劳拉”（血系：“闪电号”x“伯明翰”) 。
“里欧”是库尔斯“梅西女郎”的孙代，而
“梅西女郎”是“小玛莉”的直女。
2015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5场全国赛最佳幼鸽冠军
2015年KBDB全国长中距离幼鸽鸽王季军

  马尼克.德尼夫在自己鸽舍前

“本吉”的一羽全姐妹荣获波治赛最佳赛将
-“碧柔”(Bijou)BE16-4117662: “本吉”
的全姐妹, 出自“里欧”x“劳拉”
2017年比利时波治2场比赛最佳赛鸽冠军
2016-2017年比利时波治3场比赛最佳赛鸽冠军
把盖比.凡德纳比鸽引入自家鸽舍，使得马尼克.德
尼夫在长中距离和小长距离赛中迅速成为全国赛
的明星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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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马顿斯（Martin Martens） –比利时瓦尔斯霍特(Waarschoot)

最先发现凡德纳比鸽系巨大潜力的鸽友之一

这位鸽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意识到盖比.凡德纳比鸽的价值。马丁.马斯顿在1983年首次与盖比联系、
首次拜访盖比鸽舍。此后，他又陆续造访盖比鸽舍多次。盖比早年的种鸽数量是很少的，而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马丁得到的是盖比最有价值种鸽的后代。
多年来，马丁获得了盖比.凡德纳比冠军鸽的幼鸽后

2003年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7位

代，其中包括“费德尔”（波治全省冠军及利蒙治全国

沙特尔649羽冠军

亚军鸽）、“皮伯”、“爱咬号”、“杰森”、“皇家

沙特尔632羽冠军

灰”、“法尔考”、“灰长官”、“伟大号”、“艾米

沙特尔601羽冠军

尔”、“马库斯”、“罗穆勒斯”、“班比诺”等顶尖

沙特尔483羽冠军

鸽作出之幼鸽，当然大师级种公“鲁迪”的幼鸽后代也

沙特尔393羽冠军

被他收入囊中。

沙特尔372羽冠军
克莱蒙448羽冠军

“费德尔”作出的一羽直女在他的舍内成为新一代镇舍

亚拉斯273羽冠军

种母，这羽雌鸽出生于1985年。她作出多羽子代和孙

等等......

代是顶尖赛将及顶尖种鸽。她的后代中最为亮眼的无疑
是“小达寇”(Little Darco)。“小达寇”非常强壮，在

当“小达寇”获得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7位之时，短距

其同代鸽中是比利时鸽坛短中距离赛的佼佼者，获得过

离和长距离赛还是同一场比赛，短距离和长距离赛是在

8个冠军及无数顶尖名次

2005年才分开比赛的，否则的话，他每个赛季都能进
入前3位了。

  马丁.马顿斯是PIPA负责
检查拍卖鸽品质的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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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达寇”(Little Darco) BE01-4204571
2004年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冠军

“小达寇”的成功血系至今仍然在中距离赛中发挥关键

2004年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7位

作用。马丁鸽舍现在的鸽系主要为“法尔考”和“皇家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马丁.马顿斯位于比利时瓦尔斯霍特的鸽舍

  马丁.马顿斯

灰”的后代（“皇家灰”是“葛萝莉娅”的父亲），这些鸽子是

2016年查特路（盖雷）全省5.910羽50位

新一代超级鸽“图勒先生”的种源

（501公里）
2016年查特路（盖雷）全国25.126羽262位

“图勒先生”(Mister Tulle): 他的父亲是“法尔考先生”(Mister

2014年波提尔全省4,023羽66位（583公里）

Falco)的一羽直子。“法尔考先生”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出

2014年波提尔全国 14,094羽188位

自长距离赛明星鸽“法尔考”。他的母亲“盖比皇后”(Queen

2014年查特顿全省3,998羽63位

Gaby)，也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出自“皇家灰”。因而， “

（378公里）

盖比皇后”是“葛萝莉娅”的半姐妹。“图勒先生”在长距离赛

2015年莱邦纳全省1,234羽96位

中有着惊人的表现：

（747公里）

2014年图勒全省1,292羽冠军（638公里）
2014年图勒全国 5,731羽亚军（仅落后“新闪电号”）

马丁.马斯顿荣获了12个全省冠军（

2016年图勒全省1,383羽冠军（638公里

其中11次的获奖鸽都是盖比.凡德纳

2016年图勒全国大区2,518羽冠军

比的亲缘鸽）、2个全国亚军、1个国

2016年图勒全国6,101羽5位

际亚军、3个KBDB全省鸽王等等。他

2015年利蒙治I全省3,480羽32位（651 公里）

能获得如此赛飞成就，盖比.凡德纳比

2015年利蒙治I全国大区6,266羽43位

鸽功不可没！马丁显然非常庆幸与感

2015年利蒙治I全国15,009羽114位

谢自己拥有这些宝贵的盖比血系鸽。

得益于这些盖比.凡
德纳比鸽，我尝到
了成功的滋味。
马丁.马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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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凡德纳比血统后
代取得重要冠军
 诺伯特&史蒂芬.亚里(Norbert & Stefan
Ally) –比利时阿尔瑟勒(Aarsele)

这家比利时著名鸽舍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盖比.凡德
纳比鸽打底的血系。其育种舍的超级明星鸽“内马
尔”(Neymar)BE13-3126093荣获:
蒙托邦全国3,990羽冠军
布瑞福全国3,850羽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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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马尔”父亲的血统中，
拥有3羽的凡德纳比原舍鸽:
-BE01-3031277“超级闪电号”
(Super Bliksem):“闪电号”的一羽直子
-BE00-3200755“黑斑涡轮雌”
(Zwartje Turbo):“涡轮”的一羽直女
-BE94-3202314“朗克直子”
(Son Ronker):“朗克”的一羽直子

 何宾（He Bin） – 中国
这位著名中国鸽友是远东地区来登特海姆朝圣的
众多鸽友之一。他希望获得几羽盖比.凡德纳比
世界级顶尖鸽。不久之后，他获得的盖比.凡
德纳比血系鸽，就在中国比赛中脱颖而出。
何宾先生荣获2016年开创者俱乐部鸽王冠军。
开创者俱乐部是中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赛鸽
俱乐部之一。这羽鸽王冠军的母亲，就是凡德
纳比原舍鸽。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X“碧碧”(Bibi*)。“鸽王之王”出自2013年KBDB全国
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超级罗密欧”X KBDB全国大中距
离鸽王冠军“阿玛丽娅”。 “灰雄031”的母亲“鲁迪
直女”(Rudy BE12-3162843)，出自“鲁迪”x“小乔
丝”(Joska)。

的好鸽。事实上，他是比利时鸽坛最强的鸽子之一。“最
棒基特尔”曾获得2016年KBDB全国速度赛一岁鸽王4位。
那是他首次展现了其非凡的潜质。而在2017年，他真正
发挥了的天赋，凭借有史以来的最低的鸽王系数，赢得了
KBDB全国速度鸽王冠军。他的鸽王系数，是比利时鸽坛历
史上鸽王冠军中最低的，仅为0.89%!
这羽奇妙的赛鸽也和凡德纳比鸽有着密切的关联。“最棒
基特尔”有着25%的盖比.凡德纳比血系。他的外祖母是“
闪电号”的回血鸽，在他赢得震撼性的赛绩之后，他被移
入托马斯.吉塞布赖特的PIPA育种舍，现在他成为这个世界
级育种舍的镇舍种公。

 兰努-德克勒克（Lannoo-Declerck ）–

 马克.伊万斯（Mark Evans）

比利时蒂尔特(Tielt)

– 英国东约克郡(East Yorkshire)

兽医师波尔.兰努是盖比.凡德纳比的密友之一。因而，他和
其伙伴莱昂内尔.德克勒克，主要以盖比.凡德纳比鸽构建了
其鸽系（超过95%），就显得毫不意外了。

马克.伊万斯凭借着援引的盖比.凡德纳比鸽获得了惊人的成
就。他所有的全国冠军，都至少拥有50%盖比血系。其中
更有许多鸽子，拥有至少100%凡德纳比血系。

他们鸽舍最棒的鸽子之一，无疑当属“顽皮号”(Wimpy)
BE13-3057936。他获得了：内佛斯全国大区1,337羽冠
军和杜尔斯全省5,697羽冠军，以及7,819羽分速最高。他
还在幼鸽时，获得伊苏丹309羽冠军。他天赋秉异，是盖
比.凡德纳比大师级种公“鲁迪”之孙代。

 贺伯特兄弟（HerbotsBrothers)

 弗雷德里克.埃弗拉特（Frederik Everaert ）

– 比利时兹维纳尔德(Zwijnaarde)
2016年埃弗拉特赢得了布瑞福全国一岁鸽5,925羽冠军。
比赛当日，天气晴好，阳光普照，几乎没风。这羽冠军鸽
的母亲“小胖盖比雌”(Dikke Gaby)BE09-3095110，是
一羽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她出生不凡，是顶级种公“鲁
迪”BE06-3008003的一羽直女。

– 哈勒-博伊恩霍芬(Halle-Booienhoven)
贺伯特兄弟以“灰雄031” BE17-2140031，获得了2017
年KBDB全省全能鸽王冠军。“灰雄031”是100%盖比.凡
德纳比血系鸽。他的父亲“鸽王之王直子”(Son King of
Aces) BE15-3147741，出自“鸽王之王”(King of Aces*)

 戴霍恩-迪蒙斯（Dehon-Demonseau）

-比利时图林(Thulin)
他们赢得了2017年KBDB全国速度鸽王冠军的荣耀。获奖
鸽“最棒基特尔” (Best Kittel)BE15-1029362是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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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影子”(Champion Shadow)BE95-3211313，是马
克.伊万斯鸽舍的镇舍种鸽之一，由盖比.凡德纳比作育。他
是超卓雄鸽，已作出6代优胜鸽后代。这些后代在全国赛
或公开赛中获得了30多个冠军奖项。他们所获佳绩包括:
阿朗松全国6,823羽冠军
梅萨克全国7,000羽冠军
昂热全国5,977羽冠军
伊斯特本全国7,312羽冠军
利莱尔全国10,601羽冠军
维尔全国 4,756羽冠军
波尔多全国 1,339羽冠军
南特斯全国 10,148羽冠军
梅德斯通全国4,472羽冠军
根西岛全国 2,433羽冠军
克莱蒙全国 5,434羽冠军
富热尔全国1,427羽冠军
卡伦坦全国 5,103羽冠军
阿朗松全国6,590羽冠军
杜尔斯全国4,315羽冠军
皮科维尔全国 3,192羽冠军
此外，还获得7个全国亚军、6个全国季军，等等
其他神奇的盖比.凡德纳比种鸽，还有“杰斯特”(Jester)
BE95-3211309和“凯丽”(Carrie)BE95-3211317。这两
羽均由盖比.凡德纳比作育。在超过15个全国公开赛冠军
的血统书上，都赫然留有他们血系的身影。

子”(Son Venus)BE04-3230936，而“维纳斯”
是传奇铭鸽“闪电号”的直子。
-"伊万" (Yvan)BE07-2103401
2009年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冠军
2008年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4位
萨布利斯联省2,281羽冠军
奥尔良联省3,132羽冠军
图瑞781羽冠军
获得8个冠军

 戈马力.佛布鲁根（GommaireVerbruggen）

– 比利时凯格维尼(Kaggevinne)

 迪诺-贺伯特（Deno-Herbots ）

– 比利时利夫道尔(Leefdaal)
迪诺拥有2007-2010赛季比利时中距离最佳赛鸽之一“
伊万”(Yvan)。“伊万”赢得了KBDB全国最佳鸽舍的
两项提名。他的父亲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维纳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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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凯格维尼的这位大师级鸽友多年来已经多次赢得全省
赛冠军和半全国赛冠军。他觉得遗憾的是囊中还缺一个
全国冠军的荣耀。他多次与冠军错身而过，他曾经3次获
得全国亚军。他对冠军的长久的期盼在2006年获得了满

足。他的“吉尔”(Gil BE05-2143154)，赢得了波治全国
一岁鸽11,215羽冠军。“吉尔”的父亲是盖比.凡德纳比
鸽“年轻闪电号”BE03-3241937，出自“闪电号”x“
小卡特”。

 迪克.马里尼森（Dick Marijnissen）
– 荷兰圣维勒布罗德(St.Willebrord)
“皮伯闪电号”(PipoBliksem，BE09-3095292，
出自“皇家灰”x“莫娜”) 作出的子代及孙代获得:
NPO皮赛佛11,891羽冠军
克里尔2,720羽冠军/NPO克里尔9,089羽4位以及2015年
中距离鸽王亚军
布拉班特2000当日归黄金好手奖鸽王季军及鸽王4位
W&O 中距离鸽王亚军及4位（190名会员角逐）
克里尔4,225羽冠军、NPO克里尔14,578羽4位和奥登纳
德2,557羽冠军
NPO皮赛佛5,717羽冠军
“杜普里卡”(Duplica，BE09-3095174，
出自“闪电号”x“贝特茜”) 作出的子代及孙代获得:
NPO拉索特年4,926羽冠军、克里尔2,303羽冠军、
NPO奥尔良11,891羽15位
NPO皮赛佛5,717羽冠军
“小胖皮伯”（ DikkePipo ，BE10-3047256 ，
“葛萝莉娅”的全兄弟，出自“皇家灰”x“莫娜”）
BE10-3047256作出的子代及孙代获得：
魁夫兰全省5,911羽冠军
罗伊1,385羽冠军和NPO罗伊10,341羽季军
NPO魁夫兰26,190羽亚军（仅落后同舍鸽）
和NPO蓬圣麦森斯13,240羽亚军
“灰女郎”(Blue Lady ，BE09-395163，
出自“皇家灰”x“萝梦娜”) 作出的子代及孙代获得: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NPO波治10位、当日归鸽王亚军+季军、
ZNB黄金好手鸽6位+10位

 乔斯.古森（Jos Goessen）

—荷兰赫龙斯费尔德（Gronsveld）
这是荷兰占据主导地位的中距离及当日归长距离鸽舍之一，
主要以凡德纳比血统为主。以下是凡德纳比原舍鸽作育的顶
尖赛鸽：
-“花花公子闪电号”（ Playboy Bliksem）NL10-1988548:
荣获圣斯CC 5,443羽冠军（汽车大赛），圣斯13,767羽季
军，塞扎讷12,324羽8位，以及查勒维尔13,544羽9位。
-“萨甘”(Sagan)NL12-1897136：荣获NPO波治82,78
羽冠军，NPO皮塞佛11,422羽亚军，NPO洛利斯20,964
羽亚军。他出自凡德纳比原舍鸽“贝蒂尼女郎”(Bettini
Joska，BE11-3170468) 。
“萨甘”是乔斯.古森舍内最有潜力的种鸽之一。
他作出的子代及孙代在2018年荣获：
贝罗尼第2省区21,225羽亚军
NPO拉索特年第4省区1,240羽亚军
NPO查特顿第8省区4,997羽亚军
NPO蒙吕松第4省区1,884羽5位
NPO皮塞佛第8省区3,435羽12位
- “福洛姆”( Froome)NL12-1894099（“萨甘”全兄弟）
：NPO蒙吕松3,884羽冠军，NPO拉索特年1,546羽18
位，NPO波治8,278羽20位
- “鲁迪亚精顿”（Rudy Argenton），盖比.凡德纳比“鲁
迪”的直孙）:查勒维尔1,421羽4位，NPO蒙吕松1,310羽
12位，NPO波治8,278羽48位，NPO利蒙治1,326羽74位
- “好手鲁迪”(Crack Rudy)NL12-1894095：NPO波治

2,626羽49位，NPO洛利斯12,948羽55位，NPO亚精顿
2,694羽64位，NPO吉恩3,964羽78位
- “皇家亚精顿”(Royal Argenton)NL13-1500302：NPO
蒙吕松4,800羽亚军，NPO 1,310羽47位，NPO波治8,278
羽65位，NPO波治2,626羽81位
- “金刚路易斯”(King Kong Louise)NL13-1500291：查
勒维尔1,284羽冠军，伊普内16,339羽24位，NPO蒙吕
松1,310羽32位，NPO蒙吕松4,789羽38位，查勒维尔
11,714羽44位

 席宝特-布恩斯（Thibaut-Boons）
——比利时松布雷夫（Sombreffe）
比利时最佳中距离团队之一。吉恩与马克在2018年获得了
首项全国冠军 ——亚精顿全国幼鸽组21,915羽冠军。这羽
亚精顿全国冠军BE17-1143246的母亲是一羽盖比.凡德纳比
原舍鸽，出自“火速闪电号”（Flash Bliksem* )。“火速闪
电号”出自“新福雷迪”x“海伦娜”(闪电号直女）。

席宝特-布恩斯还在同一场比赛中荣获了亚精顿全国季军，
这羽鸽子也带有凡德纳比血统。另外还有多羽KBDB全国鸽
王也出自凡德纳比鸽系：
-“蒂亚姆”（Thiam）BE17-1149267：亚精顿全国
21,915羽季军。他的父亲是盖比.凡德纳比原环，“鸽王之
王”（出自“超级罗密欧”x“阿玛丽娅”，2羽KBDB全
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直子。
-“麦克斯”（Max）BE15-154041：17年KBDB全国小中
距离鸽王2位以及16年全国小中距离鸽王9位（母亲出自“
詹姆斯庞德”x“闪电号”x“白腹号”品系）
-“小尼克”（Niko Junior）BE13-8021424：14年KBDB
全国中距离鸽王9位（出自“白腹号”及“闪电号”品系）

 汉斯.克拉斯（Hans Claeys）
—比利时于瑟尔（Ursel）
这位鸽友自从引进了凡德纳比血统鸽到鸽舍后，变得非常成
功。从2007到2012年，他最优秀的两羽赛鸽是 "布卡" 和
"小学生"，这两羽冠军鸽的母亲皆出自凡德纳比原舍雌鸽。
-“布卡”(Burka)BE074215735
10年波提尔全省1,153羽季军
10年波提尔全省964羽季军
09年波提尔全省2,097羽13位
08年波提尔全省1,457羽14位
10年波提尔全省1,827羽36位
父亲"伯格米斯特"( Burgemeester ,BE00-4386665)，
是“沃夫冈”与“少校”（白腹号直子）的孙代。“沃夫
岗”是基础种鸽“娇小号”直子，“白腹号”的半兄弟。
“布卡”的母亲是“希丝卡”(Siska ,BE01-4362592)，
也是一羽凡德纳比原舍鸽，出自“超级娇小号”。
“超级娇小号”出自“娇小号”x “茜茜”（Si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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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皮卡诺”与“郎克”血系鸽）。
- “小学生”(Pupil)BE08-4146859
查特路全国17,109羽16位
查特路全国20,325羽75位
亚精顿全国10,571羽89位
“小学生”的父亲是 "灰24号" (Blue 24, BE03-4337634)
，是“白腹号”回血鸽。母亲“黄眼号”
(Geeloog, BE97-4399624)，是凡德纳比原舍鸽，“沃
夫冈”的直女。“沃夫冈”则出自“娇小号”x “乔吉
特”(Georgette)。该配对作育子代“涡轮号”，“帕雷
尔”等顶级鸽。

军之父）直孙，出自凡德纳比顶尖鸽系。
赛将NL11-3014703“黄眼号”在2013年表现出色，取
得不少于3项全省/NPO冠军奖项。这羽灰斑超级明星还在
同赛季摘得了荷兰全能鸽王冠军及欧洲杯全能鸽王国际季
军头衔，以下是部分顶尖成绩：
-“黄眼号”(Geeloger) NL11-3014703
2013年皮塞佛全省6,340羽冠军
2013年NPO拉索特年3,077羽冠军
2013年NPO查特路2,227羽冠军
2013年吉恩全省3,824羽季军
2013年摩林科全省6,625羽6位

 柯恩.明德豪（Koen Minderhoud）

从这支以盖比为基础的鸽系取得的数据和成绩来看，
柯恩.明德豪正使翔着一支世界级战队。

—荷兰柯德科克（Koudekerke）

 菲利普.范德沃尔（Filip Van de Walle）

—比利时于瑟尔（Ursel）
他们的鸽系以盖比.凡德纳比血统为基础。鸽舍内最优秀的
明星之一是“斑雄”(Geschelpten，BE08-4144271）。
以下是他的成绩单：
10年杜尔斯182羽冠军，全省2,285羽29位
10年波治82羽亚军，全国10,906羽11位
10年亚精顿144羽季军，全国5,763羽39位
11年杜尔斯178羽亚军，全省2,714羽41位
11年布洛瓦139羽冠军，全省1,184羽25位
11年波治64羽冠军，全国9,781羽21位

盖比.凡德纳比血统在这位荷兰中距离和长距离当日归高手
的成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让他闻名世界的明星鸽是
“黄眼号”，父亲是基础种鸽“白腹号回血雄”（32次冠

116

“斑雄”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莫扎特”
(Amadeus,BE02-882)的直孙，而“莫扎特”是
“涡轮号”BE90-3119128的直子。

 A.J.贝图斯.尼尔（A.J. Bertus Nel）
—南非科尔斯伯格（Colesberg, SouthAfrica）
- “无敌闪电号”ZA11-43135（出自 "直子闪电号"
BE05-3006868)：父亲荣获5次冠军。“无敌闪电号”
的一羽全兄弟作出子代KPF12-4209荣获2013年象角镇
公棚鸽王冠军（获得2次冠军和一次季军）
- “灰小玛莉”ZA13-63277（出自“闪电号直子”
BE05-3224577，“闪电号回归”全兄弟):
母亲荣获6次冠军
- “闪电号回血”ZA13-16734（出自“闪电号直子”
BE05-3224577x “闪电号直孙女”BE09-2100467）：
父亲作出许多成功的赛鸽，包括：
“口袋劲力号”BDU/D 13-2578：WCPTA保福特西区
6,332羽冠军（370公里-1747米/分），汉诺威联盟
5,252羽冠军（590公里-1481米/分）
ZA13-16977：获得比勒陀利亚-里士满联盟第6俱乐部
1,406羽冠军（760公里-1136米/分）
盖比.凡德纳比血统鸽后代在南非各比赛中荣获许多冠军奖
项，以下是部分他们的最佳赛绩：
2017年南非鸽王冠军（ZA15-03987）
WC联合会6,208羽冠军(370公里-1474米/分)
WC&FB联合会5,252羽冠军(590公里-1481米/分)
WC联合会6,8282羽冠军(549公里-1344米/分)
比勒陀利亚联合会2,006羽冠军(536公里-1594米/分)
东部全省赛鸽联盟1,314羽冠军(383公里-1171米/分)
WC联合会5,494羽冠军(459公里1252米/分)
WC联合会5,292羽冠军(530公里-1447米/分)
WC联合会6,890羽冠军(290公里-1692米/分)
WC联合会4,243羽冠军(455公里-1349米/分)
WC联合会4,264羽冠军(456公里-1277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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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委员会4,891羽冠军(609公里-1173米/分)
联合会2,481羽冠军(795公里-1170米/分)
联合委员会7,482羽冠军(465公里-1341米/分)
联合委员会7,746羽冠军(590公里-1342米/分)
豪登省联合会8,695羽冠军(499公里-1405米/分)
豪登省联合会9,064羽冠军(522公里-1350米/分)
南非公棚赛全国汽车大赛冠军(557公里-1688米/
分领先16分钟)
比勒陀利亚联合会2,049羽冠军(573公里-1203米/分)
比勒陀利亚联合会1,390羽冠军(765公里-1347米/分)
比勒陀利亚联合会2,278羽冠军(341公里-1321米/分)
比勒陀利亚联合会2,253羽冠军(386公里-1413米/分)
比勒陀利亚联合会2,427羽冠军(340公里-1486米/分)
盖比.凡德纳比血系在南非也表现非常出色。

尼尔尼斯1,017羽冠军
蓬圣麦克斯996羽冠军
彭图瓦兹318羽冠军
蓬圣麦克斯350羽冠军
罗耶1,793羽亚军
罗耶1,273羽亚军
“灰盖比”BE99-3199845（布瑞福全国4,719羽冠军“灰
菲德尔”x “白腹号直女”直女）也是西斯.许路瓦舍内的
一羽杰出种鸽，他的作育成绩如下：
-子代“马里奥”：2次冠军，中距离鸽王1位
-子代“最爱号”：4-6-6-7-8-9位
- 孙代“维纳斯”：2009年奥林匹克全能代表鸽冠军，
09年王中王一岁鸽王6位，09年王中王全能鸽王9位

 纳艾德&汉斯.海因茨（SG Naeder & Heinz）—德国
他们鸽舍有一羽德国最佳赛将之一： “超级石板灰”
（Superschalie DV04939-03-401），“闪电号全兄弟”
BE00-3076286直孙。以下是他的最佳赛绩：
2005年多特蒙德全国杯冠军
奥塞尔1,402羽冠军（450公里）
迪济耶1,219羽冠军（316公里）
尼佛斯972羽冠军（530公里）
奥塞尔2,096羽亚军（530公里）
欧夫堡1,923羽亚军（172公里）
奥布1,029羽亚军（357公里）
奥塞尔1,567羽季军（450公里）
 托尼.利芬斯（Tony Lievens）—比利时圣劳伦斯

 乌维.弗里茨（Uwe Fritz）

（Sint-Laureins, BE）

 巴特-狄布喜（Baert-Debusschere）

—德国凯沃拉尔（Kevelaer GE）

—比利时埃勒（Ere BE）

他的精英团队中有一羽杰出的鸽王DV 06394-15-1235。
母亲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巨人”BE09-3095224
（“海王星”直子，阿让全国冠军“费舍尔”之父）x
"海伦娜" BE06-3008013（“闪电号”直女）直女。
2017年（总计赢得5,613公里比赛）
凯沃拉尔RV鸽王冠军（14场比赛14次入赏）
莫尔斯-凯沃拉尔FG鸽王冠军（126羽参赛鸽）
‘VerbandesRegionalverband’鸽王冠军 (413羽参赛鸽)
他的最佳赛绩：

2013年获得波治全国一岁鸽组11,821羽冠军，39,917羽最
高分速。这羽全国冠军的父亲是100%盖比.凡德纳比血统鸽。

就在盖比.凡德纳比的“新闪电号”荣获图勒全国一岁鸽组
冠军的同一天，巴特-狄布喜联合鸽舍也以“麦森斯”获得
2014年图勒全国成鸽组5,976羽冠军。这羽全国冠军鸽的
父亲是一羽盖比.凡德纳比原舍鸽：“闪电号回归”直子。

 许路瓦.西斯（Cees Schroevers）

—荷兰阿内木登（Arnemuiden NL）
他的鸽舍内拥有一羽杰出的种鸽“鲁迪直子”
BE14-3155887 (出自 "鲁迪" x "莉琪")。他作出子代代表：
- “肯德拉”NL15-3500264：全省中距离鸽王8位之母
- “灰265号”NL15-3500265（肯德拉同窝姐妹)：
蓬图瓦斯318羽冠军，以及1-3-4-4-5-10-10位
“鲁迪直子”作出子代及孙代获得:

里德214羽冠军（640公里）
布茨巴赫1,223羽亚军（221公里）
霍奇斯塔德392羽亚军（391公里）
格尔豪森1,188羽11位（263公里）

 曼特尔组合（Comb. Mantel）

—荷兰贝赫姆（Bergum NL）
这家顶级鸽舍的基础种鸽 “奥林匹克凯普”（Olympic
Cape NL08-2024320）为75%凡德纳比血统鸽。她的父
亲“盖比警官”BE00-3200749，是“闪电号”的半兄
弟，并且是“白腹号”的一羽直孙。母亲是一羽50%凡德
纳比（1995年布瑞福全国冠军“灰费德尔”回血）及50%
鲁道.克拉森血统鸽。
“奥林匹克凯普”在2011年荣获波兹南奥林匹克H组鸽王
头衔。随后她被转到种鸽舍，如今已作出子代荣获超过11
次冠军。她作出的一羽直女“福尔图娜” NL11-1161836
荣获傲人的6次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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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昂3,413羽冠军
维尔特2,596羽冠军
吉内普2,346羽冠军
圣昆汀1,373羽冠军
圣斯1,086羽冠军
圣昆汀127羽冠军
这再一次证明了“白腹号”及“闪电号”的巨大价值。

 卢布克&杨.卢布克（Jos & Jan Loobuyck）

—比利时阿尔特（Aalter BE）
他们使翔凡德纳比原舍鸽 “杨”BE14-4198064获得蒙
托邦全国4,327羽冠军，他的父亲是“森纳”（“爱咬
号”血系，“白腹号”祖父）的直孙。

 克里斯蒂安.亨尼斯（Kristiaan Hennes）

 阿莱什.马勒（Ales Mauler）

—捷克斯特鲁库夫（Strukov CZ）
这位鸽友在奥斯乌尼邱夫省（OS Unicov）比赛，
并且组建了一支以几羽盖比.凡德纳比血统鸽为基础的鸽
队。他拥有一羽他们国家2016年最佳一岁赛将之一：
雌赛将“奥林匹克伊万”。她是著名“伊万”（KBDB鸽
王全国冠军，迪诺-贺伯特作育）血系后代。就像她的名
字一样，她曾获得2017年奥林匹克G组鸽王。
这羽鸽王还荣获其他一些顶尖成绩，包括：
"奥林匹克伊万"（Olympic Yvan）3230-0233-15-CZ :
2017年布鲁塞尔奥林匹克G组鸽王冠军
2016年全国一岁鸽王冠军
2016年全省一岁鸽王冠军
2016年全省雌鸽王冠军
2016年全省超级鸽王（10场比赛）10位

—比利时洛特塞拉尔（Rotselaar BE）
他的菁英鸽队中有一羽杰出赛将“巴伦”
BE06-2246393, 出自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闪电号直女"
BE05-565。2009年这羽超级赛将被移至顶级鸽友佛布鲁
根.戈马力种鸽舍，他的优秀成绩单：
- “巴伦”（Ballon） BE06-2246393
07年苏斯通俱乐部752羽冠军
08年亚精顿半全国3,144羽冠军
08年蒙吕松半全国7,302羽冠军
08年亚精顿全国5,208羽19位
09年波治全国27,506羽73位
09年亚精顿全国9,901羽47位
09年皮塞佛俱乐部964羽亚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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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格.卡隆尔（Roger Casier）
—比利时布鲁日（Brugge BE）
卡隆尔舍内的一羽基础种鸽“洛克”BE07-3026227，
出自“玛丽娜”BE00-939（“白腹号”直孙女），她是
“雌鸽王”（99年全省鸽王冠军）及“小碧”（98年全
省鸽王亚军）的姐妹。种鸽“洛克”的父亲荣获波治787
羽冠军，并且作出孙代获得波治全省冠军，拉索特年全省
冠军，布洛瓦全省亚军以及2016年PIPA排行榜最佳一岁
鸽7位（斯迈特.冈特使翔）。

 布鲁姆兄弟（Gebr Blum）

—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 GE）
自从引入了盖比.凡德纳比血统鸽之后，他们鸽系的质量
得到了显著提高。以下是部分优秀代表：
-DV02222-16-224：2017年RV最佳一岁雌鸽（11次入

赏-800.98积分点）。她的母亲由盖比.凡德纳比作出，
并且是“鲁迪”BE12-3162830的一羽直女
-DV02222-15-862：荣获班贝克6,139羽季军，同时也
是“鲁迪”BE12-3162830的一羽直女
-DV0222-14-292：荣获纽马克特5,765羽冠军，班贝克
1,953羽7位，斯文佛特2,229羽10位。这羽雌鸽还是
2015年RV最佳一岁雌鸽。他的母亲BE13-3056177由
盖比.凡德纳比作出，是“詹森”x“西斯直女”的一羽
直女
-DV02222-15-877：荣获拉文伯格760羽冠军，纽马克
特5,764羽4位。母亲BE12-3162855由盖比.凡德纳比作
出，出自“神奇先生”x“露娜”

 安东.鲁滕伯格（Anton Ruitenberg）

—荷兰兹沃勒（Zwolle NL）
安东.鲁滕伯格对赛鸽总是独具慧眼，他对盖比.凡德纳比
血统鸽也越来越着迷。他从盖比那里购入“闪电号直子
781号”，后来证明这是“闪电号”最具价值的直子之
一。他作出子代及孙代荣获：2014年波治全国13,570羽
冠军以及WHZB全国幼鸽王冠军。至今，这羽“闪电号直
子781号”作出的后代荣获超过11次冠军奖项。
另外，他的“年轻哈利号”NL10-1864667也是一羽极
具价值的种鸽。他作出子代及孙代荣获多次冠军奖项，包
括赫斯登－佐尔德尔7,582羽冠军，1,688羽冠军，1,192
羽冠军，3,384羽亚军，3,020羽亚军，2,092羽亚
军，1,091羽亚军，以及13,872羽季军。他是“哈利”
（杨.胡曼斯作出；“闪电号”的一羽直孙）与“艾伦”
（波治全国冠军“詹姆斯庞德”全姐妹）配对作出的直
子。“艾伦”是“白腹号全姐妹”（出自基础种鸽
“娇小号”x “富利卡”）的一羽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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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特里克.菲律朋（Patrick Philippens）
—比利时富伦（Voeren BE）
他以一羽“鸽王闪电号”BE16-1123004荣获2016年
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10位。她的父亲由盖比.凡德纳比作
出，命名为“艾米尔直子”BE15-3025047，
是一羽“闪电号”直孙。

 PIPA菁英育种中心（PIPA Elite Center）

—比利时克涅瑟拉尔（Knesselare BE）

这羽赛将由多米尼克.维勒赫作育，出自凡德纳比原舍
鸽：“超级罗密欧直子”BE14-3061173
（出自“超级罗密欧”x “新葛萝莉娅”）。

 德瓦勒-托伊（De Waele-Toye）

—比利时海斯泰尔特（Heestert BE）
他们的神奇种鸽“鲁迪直子”BE13-3159469作出子代在
2015-2016年获得以下成绩：
15年拉索特年全国幼鸽组9,760羽52位（
俱乐部170羽冠军）
16年利蒙治全国一岁鸽组6,946羽99位
（俱乐部142羽冠军）
16年亚精顿全省一岁鸽组3,339羽18位
15年拉索特年全省2,739羽24位
16年利蒙治全省1,243羽35位
15年亚精顿全省2,264羽75位
他出自基础种鸽“鲁迪”BE06-3008003x
“玛雅”BE09-3188087。

 多米尼克.维勒赫（Dominique Velghe）

—比利时英厄尔蒙斯特（Ingelmunster BE）

2016年，一岁鸽“就是最棒”BE15-3021901获得PIPA排
行榜比利时长距离和超长距离最佳一岁鸽
（4场比赛）。以下是这羽顶级赛将取得的梦幻成绩：
贾纳克全国大区1,843羽13位
图勒全国7,263羽26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3,380羽42位
布瑞福全国5,929羽53位
威尔森联省2,644羽79位

他是比利时最著名的赛鸽摄影师，自己也有鸽舍，
凡德纳比血统鸽作出的后代在他的鸽舍表现如下：
-2016年黄金阿尔加维决赛6位：父亲由盖比.凡德纳比作
出：“完美鲁迪”BE15-3147872
（出自基础种鸽“鲁迪”x赫博瑞“黄金凯西”）。
-塞维利亚鸽王冠军：100%凡德纳比鸽。父亲是
“鲁迪回血”（“鲁迪”x “玛雅”及“超级罗密欧”x
“新葛萝莉娅”的一羽直/外孙）。母亲是“狮子班
吉”BE15-3025075（出自“班吉”x “狮王直女”）。
尹培华的“116” 团队以一羽出自多米尼克.维勒赫血统赛

鸽荣获台湾公棚赛决赛26位； 100%盖比.凡德纳比血统鸽
（出自“鲁迪直子”x “超级罗密欧直女”）。

 博斯曼-里肯斯（Bosmans-Leekens）
—比利时贝佛洛（Beverlo BE）
他们舍内的一羽杰出赛将是“维利”BE08-5062128，
荣获2011年布瑞福全国冠军，威尔森联省3,092羽冠军，
以及贾纳克半全国4,827羽32位。他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
皆是盖比.凡德纳比血统鸽：“白腹号直子”，“闪电号直
女”，“马可仕直女”，以及“黑人”x“玛纽拉”直女。

 尼寇.迪威德（Nicole de Weerd）
—比利时布拉斯哈特（Brasschaat BE）
获得2016年太阳城百万美元公棚赛热点赛第2场汽车大赛
3,511羽亚军及17位。这2羽获奖鸽均为 “年轻闪电号”
的孙代，“年轻闪电号”为汉克.迪威德医生舍内超级种
鸽，他是“闪电号”的直子。

 杨.帕彭斯（Jan Pappens）
—比利时兹瓦尔姆（Zwalm BE）
在她的赛鸽团队有一羽超级雌鸽“达妮拉”
BE15-4248893，拥有凡德纳比血统。
以下是她的优秀成绩：
16年查特路全国29,591羽亚军
16年蒙吕松全国10,753羽31位
16年拿永566羽冠军
16年苏普斯284羽冠军
16年苏普斯295羽亚军
16年苏普斯218羽亚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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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妮拉”的全兄弟“杨”（Jan BE16-4246806）
和全姐妹“玛琳”（Marleen BE16-4246825）
也将在本场全舍拍卖会上线。

 马里奥.林森（Mario Linsen）

—比利时哈蒙特-阿赫尔（Hamont-Achel BE）
他的赛鸽“卡奥尔号”BE10-5079309（2013年出生，
带老脚环）荣获2015年卡奥尔全省736羽冠军，
卡奥尔全国B大区冠军以及全国6,577羽亚军。
这羽冠军鸽的母亲出自马克.范达尔，她是100%凡德纳比
血统鸽（“闪电号”的一羽直孙女）。

 杰斯普-范德维根（Jespers-Vanderwegen）
—比利时霍斯比克（Holsbeek BE）
他们以一羽“超级瑞卡”BE15-2000253荣获2015年
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鸽王冠军。她的父亲“罗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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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BE11-3070189由盖比.凡德纳比作出，出自基础种
鸽“鲁迪”BE06-3008003（“闪电号直子”）x
“金姆”(父亲“康达多”是基础种鸽“娇小号”直孙）。
另外这家联合鸽舍荣获2014年拉索特年全国9,204羽冠
军，这羽冠军鸽的父亲也出自凡德纳比血统
（出自“闪电号”的一羽直孙）。

 里欧.范瑞恩（Leo van Rijn）

—荷兰德利尔（Lier NL）
赛鸽NL14-1866653荣获2014年WHZB/王中王全国幼鸽
鸽王。这羽全国鸽王的母亲是“闪电号回血”
NL09-1728856，“闪电号”的双孙，出自“闪电号”
直子x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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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凡德纳比鸽系后
代取得的顶级援外成绩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亚军
（“闪电号回归”曾孙代）
2018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组鸽王11位
（“迭戈”曾孙代）
2018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组鸽王13位
（“迭戈”曾孙代）

福雷迪自述：目前为止，“海啸号”是我赛鸽生涯最好的
投资，她已经成为了整个团队的头号种母!

 吉诺.克里克(Gino Clicque)
– 比利时韦弗尔海姆(Wevelgem)

 福雷迪.狄杰克团队(Freddy De Jaeger)

– 比利时克涅瑟拉尔(Knesselare)
2018年是福雷迪赛鸽生涯最辉煌的时刻，
荣获巴塞罗那国际15,707羽冠军。冠军鸽“罗伊德”
(Lloyd) BE15-4014328的母亲是“海啸号”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一羽高价值种母，出自“闪电号”)
的回血直女BE13-4163877，她出自“海啸号”
(Tsunamiduivin) BE04-3230937 X其直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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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自从吉诺.克里克引进盖比.凡德纳比血系后，
他的成绩相当出色。克里克团队以“鲁迪”的一羽孙代在
2015年摘得利蒙治全国一岁鸽6,275羽冠军大奖。2018
年，盖比血系又再次发挥其潜能，克里克使翔“黄金恶
魔”(Golden Devil) BE17-3061560获得查特路II全国一
岁鸽13,086羽冠军。除此之外，这羽一岁雄鸽还获得波
治全国19,133羽18位和盖雷全国8,517羽67位。“黄金
恶魔”的母亲“伊达”(Ida) BE15-3050622出自盖比.凡
德纳比原舍“闪电号回归直女”(Daughter Returned Bliksem) BE13-3056225，“伊达”的父亲出自“白腹号”
血系。 在2018年KBDB鸽王排行榜中，吉诺.克里克是表
现最出色的鸽友之一。
下面的KBDB全国鸽王都由吉诺获得，都是与盖比血统混
血作育后代：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
（“迭戈”曾孙代）

 克里斯.德巴克(Chris Debacker)

– 比利时贝弗伦-莱厄河(Beveren-Leie)
他在6月30日一场重要的全国赛盖雷赛中获得了全国一岁
鸽8,460羽冠军。克里斯.德巴克和瑞克.库尔斯
(Rik Cools)组成了一个亲密的团队：他们相处非常融洽，
在联合育种过程中相互帮助，交换各自最优秀的鸽子。
盖雷全国冠军鸽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她出自瑞克.库尔斯
原舍，主血是盖比血系。她的父亲“莱克斯”
(Rex) BE12-3088046出自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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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葛萝莉娅”(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的全兄弟，
出自“皇家灰”(Royal Blue)X“莫娜”(Mona, “闪电号”直
女)。盖雷全国冠军的母亲是“芬克”(Femke) BE11-3172352
，她是“闪电号”的直孙女。2018赛季末，克里斯.德巴克在
幼鸽继续在最高水平发挥。他凭借“巨人”X“霹雳多娜”
（“新闪电号”姐妹）的一羽直孙获得波提尔全省冠军。

 伯特&罗杰.马滕斯(Bert & Roger Martens)

– 荷兰埃尔斯洛(Elsloo)
他们在6月21日的查特路全国赛中拔得头筹，荣获查特路
全国27,265羽冠军和亚军。更引人注目的是，冠亚军两个
奖项被2羽同窝兄弟所获。他们的母亲NL15-1274058是
100%盖比.凡德纳比品系，从安东.鲁腾伯格
(Anton Ruitenberg)处引进，出自“基础种公781”
(Stamvader 781) BE04-3001781 X 其直女
“安德莉娅”(Andrea) NL11-1237602之回血配对。
“基础种公781”(盖比顶级种公“鲁迪”的全兄弟)出自
“闪电号”X“小卡特”(Kaatje)，“安德莉娅”出自
“基础种公781”X“白腹号”孙女。

 路克.西翁(Luc Sioen) – 比利时莫斯莱德(Moorslede)

在大中距离和长距离当日归赛事中，他绝对是一个佼佼
者。他还拥有着比利时鸽坛最优秀的雌鸽之一“嘉宝”
(Gabo) BE14-3034076。她的父亲出自盖比.凡德纳比原
舍，是“班吉”的半兄弟，“闪电号”的孙代，
名字显示了他的血统：“闪电号直孙”
(Grandson Bliksem) BE13-3056187，他出自“杰森”
(Jason) BE05-3006503(“闪电号”直子)X“基斯”
(Cees) NL09-1375328直女。"嘉宝" 一直以来表现出色，
定会在她优秀的成绩单上再添佳绩。
-“嘉宝”(Gabo) BE14-3034076
* 2017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赛将季军(4次入赏)
* 2015-2017年比利时最佳利蒙治赛将5位
* 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4位

2018年:
利蒙治I
布瑞福
利蒙治II
查特路

全国 大区
全国
全国
全国
联省

1,410羽
15,789羽
9,278羽
7,629羽
5,904羽

冠军
27位
35位
128位
110位

2016年:
杜尔斯
利蒙治I
亚精顿
卡奥尔

全省
4,939羽
全国 大区 5,963羽
全国
13,493羽
全国 大区 1,249羽
全国
6,142羽

55位
79位
164位
50位
402位

2015年:
利蒙治

全国

6,372羽

44位

她的确是一羽出色的冠军赛将！

 乔和拉夫.贺伯特(Jo & Raf Herbots)
– 比利时哈勒-博伊恩霍芬(Halle-Booienhoven)
他们以BE16-2146052荣获利蒙治I全国15,789羽4
位。BE16-2146052出自“伊凡”(Yvan) BE07-2103401
的直子X全姐妹之回血配对。“伊凡”荣获2009年KBDB全
国中距离鸽王冠军和2008年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4位
（迪诺.贺伯特/Deno-Herbots使翔），他是盖比标志鸽
“闪电号”的一羽直孙。

 拉夫&科特.普拉图(Raf & Kurt Platteeuw)

– 比利时鲁瑟拉勒(Rumbeke)
2017年:
利蒙治I
布瑞福
利蒙治II
图勒

全省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大区

3,017羽
14,922羽
9,106羽
9,149羽
560羽

亚军
33位
183位
85位
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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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图父子团队最佳赛将之一“新魔力”
(New Magic) BE16-4249510出自基多.范坎赫姆
(Guido Van Caneghem)原舍，荣获波治I全国20,280羽亚
军、全国大区6,271羽冠军、全省4,226羽冠军。
他和盖比血系也有着密切的关联：他的祖父“巴纳比全兄
弟”(Brother Barnaby)是“闪电号”和波治全国冠军
“詹姆斯.庞德”(James Bond)的孙代，他的母亲是
“神奇先生”(Mr.Magic)X“露娜”(Luna)配对
(“斗士”父母)的孙女。
“远去的闪电”(Gone Bliksem) BE16-3116326荣获利蒙
治全国 15,789羽17位、全省3,182羽季军、贾纳克全国
5,117羽47位。她的父亲“年轻闪电号”
(Young Bliksem) BE10-3100127是“闪电号”X
“灰皮卡诺”(Blauwke Picanol)之孙代

 葛斯顿.范德瓦尔(Gaston Van de Wouwer)
– 比利时贝拉尔(Berlaar)

葛斯顿以BE17-6053384(“鲁迪”孙女)荣获布洛瓦全省
2,744羽季军，这羽雌鸽有着优秀的血源，在幼鸽时期就
展现了她的潜能，荣获查特路全国18,499羽52位。她的
父亲“鲁迪直子”(Son Rudy) BE14-3150674是葛斯顿和
盖比联合育种的结晶，出自盖比标志种公“鲁迪”X葛斯
顿“赛琳娜”(Serena, 波治全国冠军“劳拉”之全姐妹)。
2018年葛斯顿凭借“灰白羽”（Blauwwitpen BE166023127）获得查特路III全国成鸽2855羽冠军，这羽
雌鸽也是“闪电号直女”（ Daughter Bliksem BE053006565）血系后代。她还同时获得2018年KBDB全国
大中距离成鸽组鸽王4位。

 杨.胡曼斯(Jan Hooymans)

– 荷兰凯尔克德里尔(Kerkdriel)
杨.胡曼斯凭借着他的传奇鸽“哈利”(Harry)而扬名世界鸽
坛。“哈利”是一羽世界顶级赛将和种公，他的父亲出自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是 “闪电号”的直子。胡曼斯以
“哈利全妹422”(Sister Harry) NL09-1375422
("闪电号" 孙女)的一羽直子荣获2018年吉恩NPO冠军，
冠军鸽是“汉斯”(Hans) NL14-1209225，他的赛绩如下:
NPO 吉恩
4,581羽 冠军 / NPO 布洛瓦 2,310羽 11位
NU 亚精顿 1,728羽 21位 / NPO 波治
7,587羽 39位
NU 伊苏丹 3,109羽 76位
阿瑟泽里克8,257羽冠军鸽是“年轻哈利直子”
(Son Harry Junior) NL17-1410056，他是传奇鸽
“哈利”的孙代。

 吉拉德.范登伯格(Gerard van den Berg)

– 荷兰艾瑟尔默伊登(IJsselmuiden)
在6月16日的南图赛上，他打败了众多对手，包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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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34羽冠军、亚军和季军前三个奖项。冠军鸽是一羽
叫 "珊妮" (Sanne)的雌鸽，她在去年曾入赏8省区季末赛鸽
王奖。“珊妮”的父亲“白羽闪电号”(Witpen Bliksem)
是“闪电号”回血鸽，安东.鲁腾伯格原舍，出自“闪电
号直子781”(“闪电号”X“小卡特”配对直子)X“闪电
号”孙女。

 德梅斯马克.克莱蒙特(Clement De Mesmaeker)

– 比利时圣乌瑞克斯-卡佩勒(St.Ulriks-Kapelle)
这个团队近年来一直是全国中距离赛事的有力竞争者，
在2018年的亚精顿全国赛中又夺佳绩，尽管在相当艰
难的环境中，最终获得亚精顿全国大区3,486羽冠军/
全国11,837羽8位。全国冠军的父亲是“伊凡”(2009
年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冠军/迪诺.贺伯特)回血鸽，出
自“伊凡全兄弟”(Broer Yvan) BE11-349 X“伊凡半姐
妹”(Half Sister Yvan)，他们均出自“维纳斯”(Venus
,“闪电号”直子)直子。

 希勒兄弟(Gebr. Scheele)
– 荷兰特尔纽森(Terneuzen)

盖比.凡德纳比PIPA全舍拍卖会2018

他们获得2018年5月最后一个周末的伊苏丹1,219羽冠
军，冠军鸽是“杰西”(Jesse) NL16-1036741。
这羽优秀赛鸽的母亲是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罗密欧.罗伊德"
(Romeo’s Lloyd) BE13-3164502，她出自
“超级罗密欧”(Super Romeo)X“娇小号”(Tiny)。

 瑞克.库尔斯(Rik Cools)

– 比利时雷塞莱德(Ruiselede)
他在6月16日的赛事中不止获得一个奖项，而是包揽前
2位：查特路联省2,714羽冠军和亚军。冠军鸽是一羽雌
鸽，也是第一指定鸽：超级雌“卡拉”(Carla)。在赢得本
赛季查特路联省冠军之前，她已经占据了克莱蒙冠军的位
置。除此之外，还获得查特路全国29,580羽24位和杜尔
斯全省6,083羽76位。她的父亲“ 小皮波”(Pipo Junior)
是镇舍种鸽“白羽摩利斯”(Witpen Maurice) 204/08的
孙代，也是超级赛雌&种母“小茉莉”(Molleke, 荣获亚精
顿全国4位&波治全国31位, 基础种鸽“帅气闪电号”
孙女)的直子。“卡拉”的母亲是“小玛莉直女”
(Daughter Marieke)，她出自“小神奇号”
(Magic Junior, 盖比原舍, 出自“神奇先生”X
“卢娜”) X“小玛莉”(Marieke, “闪电号”孙女)。

 德鲁克-德克拉克（De Ruyck-Declercq）
-比利时佩特赫姆（Petegem-aan de Leie）
这羽超级赛鸽BE14-4237309在长距离和超长距离比赛中
都有杰出表现，他的成绩：
16年莱邦纳全国5195羽6位
18年圣维仙全国2758羽12位
17年波品纳全国4620羽67位
15年布瑞福全国9049羽83位
18年布瑞福全国9278羽180位

 亚伯特.德瓦(Albert Derwa)

– 比利时海伦特（Herent）
盖比和亚伯特.德瓦是多年好友。2011年盖比为亚伯特.德
瓦作育了一羽“皇家灰”X “莫娜”（葛罗莉亚的姐妹）
的直女。后来这羽雌鸽又作育了很多优秀子代，
包括2018年亚精顿III全国成鸽3279羽冠军，
也是这羽“皇家灰”X “莫娜”直女的子代。

她的母亲为盖比原舍鸽，出自“鸽王半兄弟”
（ Halfbroer As DV0986-12-186，
此鸽也在本场全舍拍卖会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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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比.凡德纳比血系所获全国冠
军成绩（2013-2017年)：

 鲁迪.狄萨尔(Rudi De Saer):
2014年卡奥尔全国7,136羽冠军
2015年利蒙治II全国8,301羽冠军

 尼古拉斯.巴斯考特(Nicolas Bascourt):
2013年利蒙治全国成鸽14,271羽冠军

 伊万.凡佛伦(Ivan Vanvuchelen):
2013年图勒全国成鸽7,350羽冠军

 萨班.萨杜森(Saban Saatdüzen):
2014年亚精顿全国8,297羽冠军

 乔尔.佛斯豪特(Joel Verschoot):
2013年阿让全国一岁鸽5,283羽冠军（“阿让号”）
2013年布瑞福全国成鸽8,331羽冠军（“基斯”）
2016年波城全国成鸽1,661羽冠军（“苏珊娜”）

 马提亚斯.库勒(Matthias Coel):
2013年亚精顿全国幼鸽19,303羽冠军

 路易斯.马修斯(Louis Mattheus):
2014年波治全国22,654羽冠军

 亚伯特.德瓦(Albert Derwa):
2013年伊苏丹全国幼鸽16,615羽冠军

 瑞克.贺尔曼(Rik Hermans):
2015年查特路全国一岁鸽25,617羽冠军

 巴特-狄布喜(Baert-Debusschere):
2014年图勒全国成鸽5,932羽冠军
（父亲出自“闪电号回归”）

 诺伯特.亚利(Norbert Ally):
2015年蒙托邦全国成鸽3,990羽冠军

 杰克.佛薛尔(Jacques Verschuere):
2013年拉索特年全国一岁鸽11,236羽冠军
2013年布瑞福全国成鸽8,331羽冠军
 德克.摩恩(Dirk Moens):
2013年5月波治全国一岁鸽13,588羽冠军
 托尼.利文斯(Tony Lievens):
2013年7月波治全国一岁鸽11,883羽冠军
 米斯彼勒父子(J. & G. Mispelaere):
2013年波提尔全国成鸽13,813羽冠军
 弗兰基.阿普曼(Franky Appelmans):
2013年盖雷全国一岁鸽15,007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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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阿让全国一岁鸽2,932羽冠军
2016年阿让国际雌2.011羽冠军

 杰斯普-范德维根(Jespers-Vanderwegen):
2014年拉索特年全国9,204羽冠军
 伯特.凡登伯格(Bert Vanden Berghe):
2014年盖雷全国9,754羽冠军
2013年阿让全国5,507羽冠军
 吉诺.克里克(Gino Clicque):
2014年蒙吕松全国19,298羽冠军
2015年利蒙治全国一岁鸽6,275羽冠军

 德罗德父子(Delodder& Zoon):
2015年亚精顿全国幼鸽11.215羽冠军
 卡沙特.塞内沙(Casaert-Sénéchal):
2015年拉索特年全国成鸽2,594羽冠军
 沃特斯-考曼斯(Wouters-Coremans):
2015年伊苏丹全国成鸽2,216羽冠军
 弗雷德里克.艾佛拉特(Frederik Everaert):
2016年布瑞福全国一岁鸽5,929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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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道和里奇.萨伦斯(Ludo & Richie Saelens):
2016年卡奥尔全国成鸽6,164羽冠军
 乔斯&杨.卢布克(Jos & Jan Loobuyck):
2016年蒙托邦全国成鸽4,327羽冠军
 安东尼.麦斯(Anthony Maes):
1. Nat Argenton 2016年亚精顿全国成鸽9,228羽冠军
 克莱蒙特.德梅斯马克(Clement de Mesmaeker):
2016年查特路全国成鸽6,850羽冠军
 福雷迪.狄杰克团队(Team Freddy De Jaeger):
2017年布瑞福全国成鸽9,132羽冠军
 古斯塔夫&杨.德比绍普(Gustaaf & Jan De Bisschop):
2017年亚精顿I全国一岁鸽22,712羽冠军
 BDS/布兰克(BDS/Blancke):
2017年阿让国际雌鸽4,269羽冠军
2017年阿让全国成鸽4,405羽冠军/9,818羽最高分速
 巴腾伯格-范德米卫/荷兰(Batenburg-Vd Merwe, NL):
2017年阿让全国一岁鸽5,930羽冠军
 胡纳贝恩.伯纳德(Hunerbein Bernard):
2017年拿邦国际成鸽10,421羽冠军
 席宝特-布恩斯(Thibaut-Boons):
2017年亚精顿III全国幼鸽21,915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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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比的一羽赛鸽在绕舍飞行，艾尔斯.凡德纳比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