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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瑞汗和欧康纳
全舍拍卖会（不包括参赛幼鸽）

2014年11月3日至11月16日 尽在 WWW.PIPA.BE

在英国赛鸽历史上从来没有2羽同孵兄弟在同一赛季取得全国鸽王的先例，2013年“奥秘号”
作育的“维塔利”和“弗拉基米尔”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维塔利”（VITALI）

NWHU11X4148

“潜行者” （ROGUE）

GB09B23250

“奥秘号”（MYSTIQUE）

GB07L02105

“奥秘号”的子代



克瑞汗和欧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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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为您介绍两位超级鸽友和一些杰出品
质鸽：英国索尔福德的克瑞汗和欧康纳
约翰.克瑞汗从小就对赛鸽喜爱有加，就像很多
鸽二代一样，约翰会在父亲汤米（Tommy）
的鸽舍留恋，父亲汤米当时已经是一位成功鸽
友。 
2003年，克瑞汗和欧康纳决定联合参赛，年
龄稍长的约翰.克瑞汗当时得到了安迪.欧康纳
(Andy O’Connor）的协助。随着安迪的逐渐淡
出，戴维.霍姆斯(Dave Hulmes)在2008年加入
战队，因此实际上现在管理和使翔这支杰出战
队的是约翰和戴维。 
约翰从最初就决定竭尽所能引进最优秀的鸽
系。他得到了另外一家位于厄拉姆（Irlam）的
沃尔-隆特-格林联合鸽舍（Wall, Lunt & Green）
给出的很多建议，他们当时在曼彻斯特已经有
非常优秀的表现。在他们的建议下，约翰和安
迪从派特.米卫（Peter van de Merwe）那里引进
了一些鸽子。不久他们就在联盟进入前列，从
此他们的胜利就没有停止过。 
他们的鸽族融合了众多实力鸽系，在过去4
年中，克瑞汗和欧康纳获得了超过25项冠军
和5项联盟冠军。他们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

在69英里到390英里的各级联合会比赛中位
居前列，联合会有超过200位会员，参赛羽
数达到6000羽。因此这对搭档只引进足够优
秀到能够提升战队实力的鸽系。除了他们作
为基础鸽系的派特.米卫的詹森血系，他们还
从从辛迪加鸽舍（Syndicate Lofts）、杰拉
德.考夫曼、爱亚卡普父子、丹尼.凡戴克、里
欧.贺尔曼和安德烈.佛巴塞特进行引援。不仅
在曼彻斯特更是在英国鸽坛，这支联合鸽舍
都保持着领先地位。 
这对搭档仅仅2次参加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百
万美元大赛。2010/11年他们的“理论号”
（Plutology）作为最佳预赛鸽12次进入前
100位，获得2万美元奖金。“理论号”的全
兄弟“ 好事者同孵”（Nosey Nestmate）
也曾8次进入前100位，赢得巨额奖金。3
羽全兄弟姐妹的第3羽为“西班牙身份”
（Spanish Identity）获得决赛120位，赢得
500美元组指定赛奖金。这3羽幼鸽都出自“
奥林匹克金刚狼”（Olympic Wolverine）
和“奥秘号”（Mystique） 
2012/13年他们凭借“幸运儿”（Lucky 
Tots）获得了英国冠军、公开赛6000羽9

位。这羽鸽王赛手出自“石板灰” X“低音
回旋”（Bass Kick，“奥秘号”半姐妹）
，获得500美元组指定奖，赢得18000美元
指定和比赛奖金。他们是唯一连续两年获得
500美元组指定奖的鸽友。特别是当你考虑
到参加太阳城比赛的众多名家之时，他们的
成绩更加显得可贵。 
这场拍卖必将成为英国鸽舍最成功的拍卖
之一，其中包括一些值得称道的赛鸽和种
鸽。“灰色闪电”（ Blue Flash）获得6次
冠军和鸽王种鸽，“奥林匹克金刚狼”获得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代表鸽英国冠军、一
岁鸽组4位。您将能够看到“奥秘号”获得
2010年RPRA全国短距离鸽王亚军，“灰石
板”作育子代“维塔利”和“弗拉基米尔”
，“柯尔特45”获得2011年RPRA西北地区
大奖赛冠军。 
这些鸽系能够在英国和更远地区最高水平比
赛中证明自己。您很难再找到比之更好的！

卡尔文.哈里斯

克瑞汗和欧康纳拍卖手册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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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成长为英国顶级鸽舍
英国索尔福德（SALFORD）的克瑞汗和欧康纳（CREHAN AND O’CONNOR）

自克瑞汗和欧康纳从2003年开始联手参赛以来，
他们从来没有让通向顶级成绩的道路上出现过
阻碍。考虑到他们的种鸽和赛鸽的质量，我会
问：2014年还会有更好的出售鸽系吗？

一直位列前茅
约翰.克瑞汗和安迪.欧康纳从2003年开始联手，在正式参赛前，

他们向曼彻斯特的鸽王组合沃尔-隆特-格林联合鸽舍（Wall, Lunt 

and Green）求计，得到建议后，约翰和安迪从荷兰多德莱赫特

（Dordrecht）的派特.米卫（Peter van de Merwe）那里引进了最佳

鸽系。成功几乎接踵而至，他们在参加的第4场幼鸽赛中获得了奥尔

特灵厄姆(Altrincham)和联盟地区冠军。从那时起，克瑞汗和欧康纳平

均每年都会获得超过25项冠军和5项联盟冠军。从2008年他们开始在

从29英里到390英里的联合会比赛中位列前茅，联合会拥有200名会

员，总共有6000羽参赛鸽。2014年他们再度获得佳绩，获得18次俱

乐部冠军、5次联盟冠军。他们还凭借一岁雄鸽“子弹号”（Bullet）

获得俱乐部、联盟和联合会6300羽冠军。

王冠
在一场拍卖中找到一羽甚至两羽杰出赛鸽和种鸽非常罕

见，然而在这次克瑞汗和欧康纳拍卖列表中，您可以看

到例外的情况。让我们向您介绍部分优秀出售鸽：

辉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克瑞汗和欧康纳已经经历了在英国鸽坛迅速上升的激

情，如今他们稳固地保持这样的地位！当约翰、安迪和

后来的戴夫在2003年开始组队参赛时，他们几乎无法

想到如今的胜利。此外他们的鸽系也为其他鸽友取得佳

绩，就如“年轻梅林”在2014年的表现那样。因此我再

次提出问题：2014年还有更好的鸽系可以引进的吗？



5

英国索尔福德（SALFORD）的克瑞汗和欧康纳（CREHAN AND O’CONNOR）

这两羽比赛机器分别获得RPRA西北部短距离组冠军（“
维塔利”）和亚军（“弗拉基米尔”），共计1800名会
员参赛。“维塔利”后来还获得RPRA英国全能鸽王冠军
（28000名会员），而“弗拉基米尔”则获得RPRA短距离
类季军。这是首位鸽友能够凭借同孵兄弟取得这样的成绩。

2013年克瑞汗和欧康纳使翔了一对同孵兄弟鸽，他们都取得了一些
优秀成绩。
"维塔利”（Vitali）和“弗拉基米尔”（Vladmir）取得如下赛绩：

俱乐部240羽冠军, 联盟 1324羽冠军, 联合会 2947羽冠军.

俱乐部 169羽冠军, 联盟 802羽冠军, 联合会 1686羽冠军.

俱乐部 126羽冠军,联盟 1026羽亚军,联合会 3708羽6位.

俱乐部 264羽冠军,联盟 1499羽季军,联合会 3305羽8位.

俱乐部 151羽冠军, 联盟 1024羽4位,联合会 1960羽7位.

俱乐部 114羽冠军, 联盟 743羽季军.

俱乐部 80羽冠军, 联盟 700羽亚军.

俱乐部 264羽亚军, 联盟 1499羽4位,联合会 3305羽9位.

俱乐部 151羽4位,联盟 743羽5位.

俱乐部 126羽4位, 10位 联盟 1026羽, 联合会 3708羽20位.

俱乐部 240羽6位, 14位 联盟 1324羽, 联合会 2947羽16位.

俱乐部 200羽9位, 17位 联盟 1085羽, 联合会 2403羽40位.

“维塔利”和“弗拉基米尔”

“维塔利”，出自“石板灰”（Clean Slate）X“奥秘号”

“弗拉基米尔”，出自“石板灰”（Clean Slate）X“奥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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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成绩：（无重复）仅冠军
切尔滕纳姆4316 羽 171km冠军
曼格特斯菲尔德3801 羽  219km冠军
切尔滕纳姆 1558 羽 171km冠军
波特兰 570 羽 (3rd 3055 羽) 322km冠军
坎普西318 羽 147km冠军
切尔滕纳姆 45 羽 171km冠军
切尔滕纳姆 117 羽 171km冠军
作育子代“维塔利”获得2013年全国全能鸽王冠军，28000 名会员
作育子代6次获得太阳城百万美元大赛和阿尔加维黄金公棚赛冠军
作育子代: (仅冠军成绩，无重复)
联合会波特兰3046 羽322km冠军
联合会2947 羽冠军
坎普西1337 羽147km冠军
法国卡朗唐1685 羽400km冠军 (联合会 5755 羽亚军)
联盟499 羽冠军
联盟 1455 羽冠军
联盟619 羽 冠军
俱乐部114 羽冠军
俱乐部 126 羽冠军
俱乐部151 羽冠军
俱乐部264 羽冠军

“奥秘号”（MYSTIQUE  GB07L02105）

2010年RPRA全国短距离鸽王亚军（28000名会员）

神奇种鸽

父亲：“鼓号”-超级种鸽，出
自“帝普士”X“小斑点所向无

敌雌”

母亲：“多蓝号”-出自“艾玛文
之光”X“黄金女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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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灰”（CLEAN SLATE）

2010年RPRA全国短距离鸽王亚军（28000名会员） 本身获得：
兰开夏郡南特 2鸽赛波特兰 323km冠军
班福德金环赛1300羽 300km 季军
作育子代：（仅冠军成绩）
切尔滕纳姆联盟1455羽冠军
维塔利，2013年RPRA西南地区全能奖冠军，1800名会员
2013年RPRA西南地区0-250英里亚军
（落后同孵兄弟“弗拉基米尔”），1800名会员
2013年RPRA全国全能鸽王冠军，28000名会员 
2012年获得:
坎普西253 羽冠军
联盟1,337 羽冠军
联合会1,685羽冠军
(联合会5300羽 290 英里亚军 (400km)
联盟 499羽冠军
联合会1,072羽亚军
俱乐部114 羽冠军
俱乐部126 羽冠军
联合会2,947 羽冠军
264 羽冠军
151 羽冠军
“弗拉基米尔”本身获得：
切尔滕纳姆2947羽171km冠军
切尔滕纳姆177羽171km冠军
曼格特斯菲尔德151羽219km冠军
曼格特斯菲尔德264羽219km冠军
作育孙代“灰色闪电”（Blue Flash）获得:
切尔滕纳姆俱乐部243羽 171km 冠军
沃拉斯顿俱乐部209羽 111km冠军
切尔滕纳姆俱乐部125羽 171km冠军
曼格特斯菲尔德俱乐部152羽 219km 冠军
作育孙代GB10B31103获得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70羽 101英里冠军
切尔滕纳姆俱乐部96羽 107 英里 冠军
切尔滕纳姆俱乐部227羽107 英里冠军（联合会3143羽亚军）
切尔滕纳姆222羽 107 英里冠军

超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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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成绩（没有重复）：
2011年RPRA西北部大奖冠军
蒂克斯伯里联盟 361羽冠军
蒂克斯伯里俱乐部161羽冠军
切尔滕纳姆1151羽 107英里亚军
蒂克斯伯里288羽亚军
波特兰 5584羽 201英里 6位
联合会3704羽10位
切尔滕纳姆3104羽107英里28位
曼谷斯菲尔德 6331羽 137英里 38位
作育子代“罗纳尔多”3次获得阿尔加维公棚赛英国冠军
（公开赛5位、10位、11位）
“罗纳尔多”同孵获得俱乐部冠军，联盟赛4位，联合会赛6位
作育孙代“WHU69”为2014年威尔士最佳赛鸽之一
作为2014年幼鸽获得
斯温顿68 英里罗达谷联盟公开赛 4316羽冠军， 2014
年8月10日 - 斯温顿68 英里俱乐部300羽冠军，塞农谷 
685羽冠军 , 3rd 罗达谷联盟中部 2310羽季军， 4th 罗
达谷联盟 5165羽4位， 2014 年8月16日-纽伯里89 英
里 俱乐部 356羽亚军、塞农谷601羽亚军 、罗达谷联盟
公开赛 5078羽19位， 2014 年8月23日埃普索姆136 英
里俱乐部246羽冠军，塞农谷466羽4位， 2014年8月31
日 -梅德斯通171 英里， 俱乐部 129羽冠军,塞农谷381
羽冠军, 1st 中部地区 1545羽冠军，罗达谷联盟公开赛 
3167羽亚军,东南威尔士中区全国季军& 东南威尔士全国
公开赛2704羽4位,

“柯尔特45”（COLT 45 GB09B23245）

父亲：“激流” （R.I.P）
-超级种鸽

母亲：“烈火”（Spitfire）
-考夫曼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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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VITALI）

父亲“石板灰”  母亲“奥秘号”

本身获得：
2013年全国全能鸽王冠军，28000 名会员（0-450英里）
坎普西253羽冠军
联盟1337羽冠军
联合会1685羽冠军
联合会5300羽290英里（400公里）亚军
联盟499羽冠军
联合会1072羽亚军
俱乐部114羽冠军
俱乐部126羽冠军
联合会2947羽冠军

父亲：“石板灰”

母亲：“奥秘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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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一岁鸽组代表鸽4位， 英国冠军
斯旺西维克141 英里 2660 羽冠军.
斯旺西维克141英里 2638 羽亚军.
切尔滕纳姆107 英里1654 羽亚军
切尔滕纳姆107 英里 3090 羽4位
波特兰 200 英里2315 羽5位.
作育子代：“理论号”（Plutology）、“诺西.内斯塔
特”（Nosey Nestate）、“西班牙身份”（Spanish 
identity），在2011年30次进入南非百万美元大赛

“奥林匹克金刚狼”(OLYMPIC WOLVERINE)

奥林匹克代表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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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LISA）

本身获得：
切尔滕纳姆联盟107 英里 1055 羽冠军
沃拉斯顿联盟69英里 710 羽冠军
波特兰联合会201 英里 1811 羽冠军
作育5羽冠军子代

父亲：“激流” （R.I.P）
-超级种鸽

母亲：“烈火”（Spitfire）
-考夫曼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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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获得10项俱乐部冠军
1328 羽冠军
NWCC 800 羽冠军
1238 羽冠军
1800 羽冠军
作育孙代获得 
1456 羽冠军
1233 羽冠军
904 羽冠军
856 羽冠军

（DHD） “罗茜”（ROSIE）

作育子代：10次俱乐部冠军
1328羽冠军
NWCC800羽冠军
1238羽冠军
1800羽冠军
作育孙代获得
1456羽冠军
1233羽冠军
904羽冠军
856羽冠军

X
超级配对

派特.米卫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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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行者”（ROGUE）

本身获得：
波特兰 201 英里 3046羽冠军
曼谷斯菲尔德137英里1133 羽冠军
Park FC切尔滕纳姆278 羽冠军
Park FC坎普西173 羽冠军

“奥秘号”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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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赛季作育子代获得：
联盟1234羽冠军
联盟1800羽亚军
961羽季军

“杨直女”（DAUGHTER DE JAN）

里欧.贺尔曼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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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兄姐获得NPO 6179羽冠军
曼特2575羽冠军
作育优秀子代：GB12D06112灰雌获得塔本尼俱
乐部213羽冠军、地区 1759羽22位、NIPA公开赛 
13771 羽151位...佛莫尼地区 2135羽41位, NIPA 
公开赛17691 羽132位......................GB12D06135
灰斑点雄（ Blue Cheq Cock）获得塔拉莫尔地区 
1795 羽14位, NIPA公开赛 14733 羽131位....... 
GB12D06077, “灰斑雌”（Blue cheq hen）获得罗
斯里克地区赛 2987羽20位 、NIPA 公开赛25007羽
134位.

“大头彩直子”（SON JACKPOT） “内法达”（NEVADA）
“拉斯维加斯”直子

单赛季作育后代获得：没有重复
曼谷斯菲尔德俱乐部220km 156羽亚军
约维尔153 羽 283km季军
联合会 3007 羽36位. (7048 羽91位). 
法莱斯450 km
作育孙代获得联盟 2020 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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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女郎”（GREY LADY）
为“石板灰”直女

“破坏战士”（DEVASTATION GB11B46122）
“理论号”全兄弟

本身获得：
梅萨克联合会1035羽627km冠军
坎普西1337羽120km亚军
波特兰2377羽323羽4位
作育子代获得136羽冠军
203羽冠军
1435羽亚军

超级配对“奥林匹克金刚狼”
X“奥秘号”作育直子



17

“奇基”（CHEEKY NL11-1344335)
切X米歇尔的NPO冠军XNPO冠军

作育子代获得冠军
切尔滕纳姆107英里1214羽8位
曼谷斯菲尔德2009羽137英里14位
作育孙代3次获得冠军

父亲：“切”，汉斯和爱沃特-
杨.爱亚卡普基础种鸽

母亲：“米歇尔”，NPO冠军

汉斯和爱沃特-
杨.爱亚卡普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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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获得203羽冠军
作育孙代获得阿马尔3000羽冠军

“卡农直子”（SON KANON） “麦克斯全兄弟”（BROTHER MAX）

本身获得：
杜尔丹2568 羽27位
奥尔良3340羽35位
杜尔丹2012羽68位
杜尔丹3222羽88位

丹尼.凡戴克作育并使翔 安德烈.佛巴塞特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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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闪电”（ BLUE FLASH）

“石板灰”直孙，获得成绩（没有重复）
1151 羽冠军
591 羽冠军
209 羽冠军
155 羽冠军
66 羽冠军
60 羽冠军
3104 羽亚军
3313 羽12位
2622 羽17位
3143 羽28位
作育子代获得布兰德福尔德联盟127英里1023羽冠军
伍斯特俱乐部137羽86英里冠军
约维尔俱乐部102羽176英里冠军
作育孙代“WHU69”作为幼鸽在2014年获得：
斯温顿68 英里罗达谷联盟公开赛 4316羽冠军， 
2014年8月10日 - 斯温顿68 英里俱乐部300羽冠军，塞农
谷 685羽冠军 , 3rd 罗达谷联盟中部 2310羽季军， 4th 罗
达谷联盟 5165羽4位， 2014 年8月16日-纽伯里89 英里 俱
乐部 356羽亚军、塞农谷601羽亚军 、罗达谷联盟公开赛 
5078羽19位， 2014 年8月23日埃普索姆136 英里俱乐部
246羽冠军，塞农谷466羽4位， 2014年8月31日 -梅德斯
通171 英里， 俱乐部 129羽冠军,塞农谷381羽冠军, 1st 中
部地区 1545羽冠军，罗达谷联盟公开赛 3167羽亚军,东南
威尔士中区全国季军& 东南威尔士全国公开赛2704羽4位,





Photos : pigeonphotography.nl
Lay-out : K10 Graphic Design



“毁灭号”（DEVASTATION）

GB11B46122

“弗拉基米尔”（VLADIMIR）

NWHU11X4147

比利时总部地址：
PIPA Trading BVBA
Eentveldstraat 18
9910 Knesselare
BELGIUM (比利时)
中文服务电话: 010-84053550
(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15:00-23:00)
传真: +32 (0) 9 236 60 32
 
中文客服电话:
(中囯) 139 1041 6479
(台灣) 0919 947 612
电子信箱: china@pipa.be

PIPA中国总咨询: 卢娜
手机: 136 0041 4206
电子信箱:  luna@pip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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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