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拍卖名单 
1  	 Sabrina	Brugmans	 布鲁格曼·萨布里纳	 B18-5069972
2  	 Martens	&	Zoon	 马腾斯父子	 NL18-1308080
3  	 Fuchs-Wolf	 福克斯 - 沃尔夫	 DV09623-18-3714
4  	 John	Crehan	(Hooymans)	 约翰·克雷汉 ( 胡曼斯）	 NL18-1227042
5  	 Christiaens-De	Smedt	 克里斯蒂安 - 狄斯麦特	 B18-2029608
6  	 Gaie	Freres	 加耶兄弟	 B18-1048051
7  	 Leideman	 雷德曼兄弟	 NL18-1367383
8  	 Albert	Derwa	 德瓦·亚伯特	 B18-2093202
9  	 G&S	Verkerk	 佛科克父子	 NL18-5167263
10	 Roger	&	Koen	Vanmeert	 范米尔特·罗杰	&	昆	 B18-5070198
11	 Fam.	Eijerkamp	 爱亚卡普父子	 NL18-1629377
12	 Marc	&	Geert	Pollin	 马克	&	吉尔特·波林	 B18-3040233
13	 Christian	vd	Wetering	(Hooymans) 克里斯蒂安·维特林 (胡曼斯）	NL18-1224713
14	 Eddy	Janssens	 艾迪·詹森	 B18-6085285
15	 Cor	de	Heijde	 柯尔·海德	 NL18-3830177
16	 Raets	&	Kenny	 拉艾茨	&	肯尼	 B18-5122629
17	 Comb.	Verbree	 佛布利联合鸽舍	 NL18-1620348
18	 Bart	&	Nance	Van	Oeckel	 范欧克·巴特 -南希	 B18-6256931
19	 Kees	Droog	 齐斯·德鲁格	 20NL18-1787013
20	 Willem	de	Bruijn	 威廉·迪布恩	 NL18-1102500
21	 Danny	Van	Dyck	 丹尼·凡戴克	 B18-61944360
22	 Gebr.	Brugemann	 布鲁格曼兄弟	 NL18-1770245
23	 Gaston	Van	de	Wouwer	 范德瓦尔·葛斯顿	 B18-6063660
24	 Comb.	Atema	 安特玛联合鸽舍	 NL18-5151772
25	 F&J	Vandenheede	 范希·福雷迪	&	雅克	 B18-4097037
26	 Comb.	Van	Wanrooij	 凡王路易联合鸽舍	 NL18-3846594
27	 Jos	Vercammen	 乔斯·佛卡门	 B18-6020314
28	 Gerard	Koopman	 杰拉德·考夫曼	 NL18-1455994
29	 Bart	Geerinckx	 巴特·吉林克斯	 B18-6024139
30	 Koen	Minderhoud	 柯恩·明德豪	 NL18-L1150272
31	 Gunter	Prange	 甘特·布朗格	 DV02098-18-2360
32	 Florian	Hendriks	 弗洛里安·亨德利克斯	 NL18-1359000
33	 Joost	De	Smeyter	 佑斯特·迪斯梅特	 B18-4233361
34	 Jaap	Scheele	 亚普·希勒	 NL18-1158820
35	 Rik	Cools	 里克·库尔斯	 B18-3030186
36	 Jan	Hooymans	 杨·胡曼斯	 18-1227085
37	 Verweij-De	Haan	 迪汉联盟	 NL18-1751133
38	 M&B	de	Kruijf	 布克·迪克鲁夫	 NL18-1133284
39	 Dirk	Van	Dyck	 迪克·凡戴克	 B18-6084460
40	 Kees	Bosua	 齐斯·波西瓦	 NL18-1105699
41	 Gino	Clicque	 吉诺·克里克	 43B18-3131103
42	 Cleirbaut-Den	Abt	 克雷伯特 - 德纳布特	 B18-6206297
43	 Team	Vollebregt	 佛勒布利特战队	 NL18-1041504
44	 Peter	Fox	 彼得·佛克斯	 GB18-F28483
45	 Luc	&	Hilde	Sioen	 卢克	&	希尔德·西翁	 B18-3130059
46	 Bosmans-Leekens	 博斯曼 - 雷肯斯	 B18-5014813
47	 Jan	&	Rik	Hermans	 杨	&	里克·贺尔曼	 B17-6259532

拍卖号 鸽主 环号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01 号

BE18-5069972  雄 
〉布鲁格曼·萨布里纳

“格雷格”x“灰鸽王”
父亲“格雷格”获得：
亚精顿省赛 1354 羽冠军、国家赛 19592 羽 33 名
波治省赛 2705 羽 6 名、国家赛 28078 羽 27 名
母亲“灰鸽王”获得：
2012 年 KBDB 小中距离幼鸽王省 1 位、全国 8 位
2013 年 KBDB 小中距离一岁鸽王全国 5 位

父亲：BE 16-2173168“格雷格”
布鲁格曼·萨布里纳
亚精顿省赛 1354 羽冠军、国家赛 19592 羽 33 名
波治省赛 2705 羽 6名、国家赛 28078 羽 27 名
其平辈“克劳蒂娅”获得：
2016 年 KBDB大中距离鸽王全国 3位
拉苏特年省赛 964 羽冠军、国家赛 16663 羽 51 名
查特路省赛 1118 羽亚军、国家赛 14762 羽 36 名
亚精顿省赛 1354 羽 9名、国家赛 19592 羽 114 名
祖父：BE	08-5013939“维利”
布鲁格曼·萨布里纳
作出子代“桑迪”获得：
2011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 4位
作出子代“灰鸽王”获得：
2012 年 KBDB小中距离幼鸽王省 1位、全国 8位
2013 年 KBDB小中距离一岁鸽王全国 5位
祖母：BE	13-5024922“夏洛特同窝姐妹”
布鲁格曼·萨布里纳
“夏洛特”获得：
2014 年 KBDB大中距离一岁鸽王全国 1位
2014 年 KBDB大中距离一岁鸽王省 1位
CFW大中距离一岁鸽王联省 1位
母亲：BE 12-5000639“灰鸽王”
布鲁格曼·萨布里纳
2012 年 KBDB小中距离幼鸽王省 1位、全国 8位
2013 年 KBDB小中距离一岁鸽王全国 5位
10 次入赏前 100 位
南特伊 1379 羽冠军、贝提维尔 1030 羽冠军
苏瓦松 412 羽冠军、奥尔良 378 羽冠军
贝提维尔 828 羽亚军、贝提维尔 1527 羽 5名
南特伊 1217 羽 7名、奥尔良 1039 羽 8名
图利 1800 羽 12 名、图利 1368 羽 13 名
作出子代 18-5069843“卡利”获得：
拉昂 382 羽冠军、苏瓦松 1035 羽季军
苏瓦松 461 羽季军、查特鲁 3184 羽 4名

外祖父：BE	08-5013939“维利”
布鲁格曼·萨布里纳
作出子代“桑迪”获得：
2011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 4位
作出子代“灰鸽王”获得：
2012 年 KBDB小中距离幼鸽王省 1位、全国 8位
2013 年 KBDB小中距离一岁鸽王全国 5位
外祖母：BE	06-5126551“克丽丝塔”
布鲁格曼·萨布里纳
作出子代“桑迪”获得：
2011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 4位
作出子代“灰鸽王”获得：
2012 年 KBDB小中距离
幼鸽王省 1位、全国 8位
2013 年 KBDB小中距离
一岁鸽王全国 5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02 号

NL 18-1308080  雌 
〉马腾斯父子

查特鲁国家赛 27656 羽亚军直女
父亲荣获：查特鲁国家赛  27656 羽亚军
2018 年查特鲁   NPO    853 羽  亚军
2018 年艾索顿   NPO   5233 羽  11 名
2018 年亚精顿   NPO   3555 羽  12 名……

父亲：NL 16-1748078   斑 
马腾斯父子
查特鲁国家赛 27656 羽亚军
2018 年查特鲁NPO	853 羽亚军
2018 年艾索顿NPO	5233 羽 11 名
2018 年亚精顿NPO	3555 羽 12 名
2018 年蒙特吕松NPO	1884 羽 71 名
2018 年洛利斯NPO	15148 羽 90 名
2018 年拉苏特年NPO	1240 羽 106 名
当日归长距离鸽王 1位
林伯格当日归长距离鸽王 1位
WEFO鸽王 1位
PIPA 长距离 10 位
祖父：NL	10-1968423
国家赛冠军 +亚军之父
马腾斯父子作出	恩格斯品系
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鲁国家赛 27656 羽冠军
查特鲁国家赛 27656 羽亚军
当日归长距离鸽王 1位
查特鲁NPO	冠军
查特鲁NPO	亚军
吉恩NPO	5 位
祖母：NL	15-1274058
全国冠亚军之母
安东·鲁滕伯格作出
盖比·凡德纳比“闪电号”孙女
安东·鲁滕伯格“781 号”孙女
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鲁国家赛 27656 羽冠军
查特鲁国家赛 27656 羽亚军
当日归长距离鸽王 1位
查特鲁NPO	冠军
查特鲁NPO	亚军
吉恩NPO	5 位

母亲：NL 16-1748400“最幼雌”马腾斯父子
其全兄弟姐妹及孙代获得：
亚精顿NPO	亚军、拉苏特年NPO	亚军
洛利斯NPO	季军、洛利斯NPO	4 名
亚精顿NPO	6 名、拉苏特年NPO	7 名
吉恩 NPO	9 名、亚精顿NPO	9 名
莫伦 NPO	10 名、查特路 11 名
拉苏特年 12 名、森斯NPO	15 名
洛利斯NPO	16 名、保提维尔NPO	17 名
洛利斯NPO	18 名、吉恩NPO	20 名
艾索顿 23 名、蒙特吕松NPO	23 名
拉苏特年NPO	23 名、洛利斯NPO	24 名
艾索顿NPO	26 名、蒙特吕松NPO	27 名
洛利斯NPO	31 名
外祖父：NL 02-2014480“基础雄鸽”
曼特斯父子
作出孙代及曾孙代获得：
亚精顿NPO	亚军、拉苏特年NPO	亚军
洛利斯NPO	季军、洛利斯NPO	4 名
亚精顿NPO	6 名、拉苏特年NPO	7 名
吉恩 NPO	9 名、亚精顿NPO	9 名
莫伦 NPO	10 名
外祖母：BE 08-6245123“基础雌鸽”
恩格斯血统
“亚精顿号”孙女
作出子孙代获得：
亚精顿NPO	2555 羽亚军
拉苏特年NPO	1447 羽亚军
洛利斯NPO	14574 羽季军
洛利斯NPO	16189 羽 4 名
亚精顿NPO	3104 羽 6 名
拉苏特年 7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03 号

DV09623-18-3714 雄
〉福克斯 - 沃尔夫

“卢卡 X 贝拉”直子
2019 年波森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之子

父亲：09623-11-1933“卢卡”
SG 福克斯 &沃尔夫
2013 年 13 场比賽 13 次入赏
FG最佳雄赛将 1位
海森最佳全能赛将 4位
2012 年 13 场比赛 12 次入赏
FG最佳一岁赛将 2位
波治 1767 羽 5名、5055 羽 18 名 562 公里
圣帝兹 2917 羽 6名 308 公里
波治 2021 羽 6名、18729 羽 13 名 562 公里
圣帝兹 3446 羽 11 名 308 公里
亚西斯 2176 羽 14 名 366 公里
朗格里斯 1312 羽 25 名 340 公里
作出子代获得 :	6 次冠军
作出子代 P17-7416034 获得 :
12 场比賽 12 次入贯、1次冠军
祖父：BE	08-6371852“852 号”
鲁迪·狄尔斯
优秀种鸽
作出子代获得 :2018 年 2次冠军
“欧罗拉”9623-14-157 雌 :12 场比赛 12 次入贯，
RV最佳峰赛将 1位
FG最佳雌赛将 2位
祖母：09623-07-845“845 号”
SG福克斯 &沃尔夫
本身荣获：
1、	1、3、5、7名
作出子代“卢卡”获得 :
2013 年 13 场比赛 13 次入赏
FG最佳雄赛将 1位

母亲：09623-15-1357“贝拉”
SG 福克斯 &沃尔夫
2019 年波森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
2018 年 12 场比赛 11 次入赏
海森最佳赛将 1位
RV最佳雌赛将 1位
朗格里斯 303 羽冠军，
1561	羽 8 名 325 公里
巴勒杜克 551 羽冠军、
2624 羽季军 270 公里
奥塞尔 1065 羽亚军、
1928 羽 4	名 444 公里
朗格里斯 2300 羽季军 325 公里
亚西斯 2740 羽季军 360 公里
尼维斯 1406 羽 4名 511 公里
圣帝兹 505 羽 5名 308 公里
外祖父：09623-11-2017“麻雀”
		大头彩之子
SG福克斯 &沃尔夫
2013 年 13 场比赛 12 次入赏
2012 年 13 场比赛 7次入赏
奥塞尔 2643 羽冠军、
7287 羽 4名 444 公里
外祖母：09623-11-2085
“丽娅”
SG福克斯 &沃尔夫
SG最佳雌赛将
2017 及 2018 年获得
10 次入赏
做出子代获得
8次冠军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04 号

NL18-1227042 雄
〉约翰·克雷汉（胡曼斯）

“奥林匹克杨”半兄弟
半兄弟“奥林匹克杨”荣获：
2017 年奥林匹克英国一岁代表鸽
其半半兄弟姐妹获得：
图克斯伯里 3224 羽冠军  沃拉斯顿 1911 羽冠军
图克斯伯里 3250 羽冠军  图克斯伯里 1240 羽亚军
图克斯伯里 3224 羽亚军  沃拉斯顿 1911 羽亚军父亲：NL 11-1912626

“800 号直子”
杨·胡曼斯
作育子代“奥林匹克杨”荣获：
2017 年奥林匹克英国一岁代表鸽
作育子代获得：
图克斯伯里 3224 羽冠军
沃拉斯顿 1911 羽冠军
图克斯伯里 3250 羽冠军
图克斯伯里 1240 羽亚军
图克斯伯里 3224 羽亚军
沃拉斯顿 1911 羽亚军
伍斯特 1015 羽季军
图克斯伯里 2121 羽 4名
沃拉斯顿 1122 羽 5名
祖父：NL	08-3856800“800 号”
希勒兄弟		顶尖赛将
奥尔良省赛 4927 羽冠军
阿布里斯省赛 7889 羽亚军
布鲁瓦NPO	5223 羽 11 名
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 16847 羽冠军
亚精顿NPO	3372 羽亚军
贝提维尔 6340 羽季军
森斯 6650 羽 16 名
洛利斯省赛 5095 羽 21 名
祖母：NL	07-2062828“最后一个”
“一岁栋德斯汀”X“詹森雌”
里克·贺尔曼
作出子代获得：
布鲁瓦NPO	4413 羽 6 名
波治国家赛 24676 羽 12 名
贝吉拉克NPO	1158 羽 37 名
作出孙代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 44239 羽冠军
苏佩斯 6134 羽冠军
图克斯伯里 3250 羽冠军
图克斯伯里 3224 羽冠军

母亲：NL 11-1912655“哈利全姐妹”杨 • 胡曼斯
作出子代获得：
比利时全精英公棚鸽王赛 1位
汽车大赛 4092 羽 22 位
莫伦NPO	6025 羽 30 名
15 年训练赛 3067 羽 31 名
全兄弟“哈利”获得：
布鲁瓦					37728 羽		1 名
查特鲁					22340 羽		1 名
查特鲁					21520 羽		3 名
莫林斯						4418 羽		6 名
史特龙贝克		4358 羽	15 名
外祖父：BEL	01-3266512“年轻闪电号”
“闪电号”x“多洛莉斯”
盖比·凡德纳比
灰	/	DNA 认证
超级种鸽，作出子代荣获：
布鲁瓦		37728 羽 1 名
查特路		22340 羽 1 名
查特路			5620 羽 1 名
萨布里斯	7573 羽 2名
布鲁瓦			4829 羽 2 名
布鲁瓦			5653 羽 3 名
沙特顿		21520 羽 3 名
查特路			4801 羽 4 名
查特路			5979 羽 5 名
外祖母：NL	05-1936558“迪克雌”
考夫曼		
“小迪克”x“爱神”
雨点 /	DNA 认证
超级种雌，作出子代荣获：
布鲁瓦		37728 羽 1 名
查特路		22340 羽 1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05 号

B18-2029608
〉克里斯蒂安 - 狄斯麦特

父亲：2165161-14“坎切拉拉杨”
18 年波城国家赛 70 名
18 年马赛国家赛 83 名
15 年那波纳国家赛 147 名
16 年阿让国家赛 206 名

祖父：1734255-10
“坎切拉拉”直子
杨·波尔
作出子代获得：
15 年瓦伦斯国家赛 20 名
17 年巴塞罗那国家赛 30 名
18 年阿让国家赛 30 名
18 年巴塞罗那国家赛 43 名
16 年那波纳国家赛 48 名
18 年那波纳国家赛 57 名
18 年波城国家赛 70 名
18 年马赛国家赛 83 名
15 年那波纳国家赛 87 名

祖母 1329667-04“格拉夫 667 号”
作出子代获得：
12 年那波纳国家赛 42 名
18 年波城国家赛 70 名
18 年马赛国家赛 83 名
15 年那波纳国家赛 87 名
15 年蒙特利玛国家赛 157 名
14 年圣维仙国家赛 172 名
15 年波品纳国家赛 263 名
12 年波尔多国家赛 322 名：

母亲：2165144-14“夜飞侠”之母
作出子代获得：
18 年那波纳国家赛 18 名
18 年阿让国家赛 173 名
18 年那波纳国家赛 221 名
17 年那波纳国家赛 531 名
17 年阿让国家赛 575 名

外祖父：2197489-12
“蒂亚戈”直子
作出子代获得：
18 年圣维仙国家赛 156 名
18 年波品纳国家赛 182 名
其父亲获得：
13 年巴塞罗那国际赛 25382 羽冠军
13 年巴塞罗那国家赛 10682 羽冠军
巴塞罗那国家赛 8名

外祖母：4235756-07
“布拉甘帝”直孙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06 号

B18-1048051
〉加耶兄弟

父亲“滑翔机 47 号”获得：
小中距离鸽王全国 3 位
2018 年小中距离全国最佳鸽舍 1 位功臣

父亲：16-1009047
“滑翔机 47 号”
小中距离鸽王全国 3位
2018 年小中距离全国
最佳鸽舍 1位功臣
母亲之全姐妹“露露”获得：
2012 年波治国家赛冠军

祖父：09-9117303 卡沙特直子
波治 3010 羽 24 名
亚精顿 620 羽季军、7358 羽 295 名
苏瓦松 349 羽冠军
波治 3644 羽 12 名
查特路 687 羽 15 名
亚精顿 1649 羽 159 名
雅纳克 3208 羽 125 名

祖母 :12-9093068 卡沙特直女
其平辈“露露”获得：
2012 年波治国家赛一岁鸽组冠军
苏瓦松 469 羽冠军
拉法特 529 羽冠军

母亲：17-4007193 灰

外祖父：15-6286389
“博尔特”回血
里欧·贺尔曼

外祖母：15-4071155 灰雌
父亲 12-6326688“新梦想配对”直子
里欧·贺尔曼
母亲 12-4281451
“本德尔”直女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07 号

NLD 18-1367383  雌
〉雷德曼兄弟

2016 年中距离鸽王 1 位之女

父亲：NLD 14-1466919
“克拉克 19 号”
雷德曼兄弟
2016 年中距离鸽王 1位
作出孙代获得：
NPO查特鲁 3647 羽亚军
苏瓦松 6403 羽 4名
摩林科 5943 羽 5名
森斯 4237 羽 6名
哈佩特 5572 羽 11 名
洛利斯 1769 羽 6名

祖父：BEL	13-6065794
吉尔特·海伦

祖母：DV	07237-11-1620
“黄金梦想”
泰特勒曼
作出子代：
“克拉克 19 号”
“特斯拉”：11745 羽冠军
“105 号”：1916 羽冠军
母亲是“芬妮卡 5000 号”直女

母亲：BKD 15-1234061“莱莎”
雷德曼兄弟
其平辈获得：
基耶夫兰 10570 羽亚军
杜菲尔 4613 羽冠军
尼尔尼斯 9897 羽季军
赫斯登 11336 羽 5名
赫斯登 5927 羽季军

外祖父：DV	01274-13-481
“马格努斯”洛佩
其父亲“269 号”获得：
2012 年尼特拉德国奥林匹克
代表鸽 1位
2013 年多特蒙德德国奥林匹克
代表鸽预选鸽 1位
429 公里 5183 羽冠军
429 公里 3159 羽冠军

外祖母：NLD	12-1084460
雷德曼兄弟
其平辈获得：
2013 年南非百万美元
公棚赛决赛 9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08 号

B18-2093202
〉德瓦·亚伯特

父亲“永胜号”获
艾索顿全国 16587 羽冠军 
作出子代获得：
18 年亚精顿国家赛 3322 羽冠军

父亲：2110100-13“永胜号”
艾索顿全国 16587 羽冠军	
作出子代获得：
亚精顿国家赛冠军
贝提维尔 177 羽 6名
贝提维尔 739 羽 16 名
贝提维尔 220 羽 25 名
贝提维尔 1210 羽 48 名
南特伊 157 羽亚军
南特伊 1535 羽 4名

祖父：2080129-12
“帕布罗”
“宝琳”直子
作出子代获得：
艾索顿国家赛冠军
苏瓦松 1531 羽冠军
苏瓦松 282 羽冠军
拉苏特年 19155 羽 445 名
“儿子”全兄弟

祖母 :2080086-12
拉苏特年国家赛 19155 羽 68 名
蒙特吕松 428 羽 9名
蒙特吕松国家赛区 4106 羽 25 名
蒙特吕松国家赛 21027 羽 179 名
亚精顿国家赛区 4007 羽 91 名
亚精顿国家赛区 22463 羽 244 名

母亲：2065111-17“爱丽娜”
“永胜号”直女
18 年亚精顿国家赛 3322 羽冠军
布鲁瓦 2953 羽冠军
苏瓦松 194 羽冠军
亚精顿国家赛区 1075 羽冠军
查特路 1286 羽亚军
勒芒斯 233 羽亚军
苏瓦松 1421 羽 11 名
苏瓦松 2008 羽 4名

外祖父：2110100-13“永胜号”
艾索顿全国 16587 羽冠军	
作出子代获得：
亚精顿国家赛冠军
贝提维尔 177 羽 6名
贝提维尔 739 羽 16 名
贝提维尔 220 羽 25 名
贝提维尔 1210 羽 48 名
南特伊 157 羽亚军	

外祖母：3070106-11	
“皇家灰”X“莫娜”
100%盖比·凡德纳比
“葛萝莉娅”全姐妹
作出子代“爱丽娜”获得：
2018 年亚精顿国家赛冠军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09 号

NL 18-5167263 雄
〉佛科克父子

“高飞”x“幻想雌”直子
 “火山”半兄弟
半兄弟“奥林匹克魔法”获得：
2018 年 NPO 长距离鸽王全国 1 位
2018 年 PIPA 中长距离鸽王全国 1 位

父亲：NL 09-1186402“高飞”
佛科克父子
作出子代“火山号”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冠军
“安迪莫雷”获得：
顶尖之翼长距离鸽王全国 2位
克雷尔 8354 羽 39 名
贝昂 333 羽季军
祖父：NL	01-1886550“帕瓦罗蒂”
王中王一岁鸽鸽王全国 10 位
王中王全能鸽王全国 12 位
2002 年 WHZB雄鸽 21 位
贝昂 6069 羽季军
米嫩 6838 羽 8名
史特龙贝克 2737 羽 8名
阿布里斯 6333 羽 19 名
波治 3286 羽 13 名
祖母：NL	04-2050252“欧普拉”
佛科克父子
2006 年WHZB雌鸽 3位
20026 年全能鸽王全国 5位
哈切斯 5948 羽冠军
贝昂 2127 羽冠军
勒芒斯 7464 羽 4名
香提利 3794 羽 4名
贝昂 1811 羽 4名
杨·欧沃克“马格努”之女
平辈获得中距离奥林匹克代表鸽 2位

母亲：NL 14-1059602“幻想雌”
佛科克父子
NPO长距离鸽王全国 5位
15 年顶尖之翼长距离鸽王全国 7位
16 年顶尖之翼长距离鸽王全国 18 位
查特路国家赛 37571 羽季军
作出子代“奥林匹克魔法”获得：
查特路 5907 羽亚军
威尔森 11506 羽 6名
罗耶 2058 羽亚军
查特鲁 14602 羽 43 名
摩林科 3770 羽 14 名
外祖父：NL	09-1186313“燧石号”
佛科克父子
作出子代“亚特兰蒂斯”获得：
当日归长距离最佳长距离赛将
“幻想雌”获得：
国家赛 37571 羽季军
克雷尔 1186 羽冠军
阿布里斯 6180 羽 57 名
外祖母：NL	10-1682188“复制雌”
“奥林匹克索兰吉”直女
佛科克父子
2011 年 10 周内获得 5次入赏
南特伊 15350 羽 28 名
威尔森 14964 羽 49 名
曼特斯 5222 羽 20 名
杜尔斯 10490 羽 45 名
尼尔尼斯 3176 羽 22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0 号

B18-5070198 雄
〉范米尔特·罗杰 & 昆

兄弟获得：
2017 年 KBDB 大中距离鸽王全国 12 位
作出子代 2005106-14 获得：
2016/2017 年 PIPA 排行榜亚精顿冠军
17/18 年 PIPA 排行榜亚精顿 11 位

父亲：BE 5155739-11
卢克斯 • 基多
作出子代获得：
2017 年 KBDB大中距离
鸽王全国 12 位
作出子代 2005106-14 获得：
2016/2017 年 PIPA 排行榜亚精顿冠军
17/18 年 PIPA 排行榜亚精顿 11 位

祖父：BE	5110634-10 卢克斯 • 基多

祖母：BE	5124321-05“法兰斯”直女
卢克斯·基多
父亲 BE	6365603-99“法兰斯”
KBD	长距离鸽王全国 8位
02 年布瑞福 10245 羽 8名
母亲 BE	6129469-97“亚精顿雌“
97 年亚精顿省赛冠军

母亲：BE 5003980-12“白巴德”直女
作出子代 2005106-14 获得：
2017 年 KBDB大中距离成鸽王全国 12 位
其平辈获得：
2010 年 KBDB短距离鸽王全国 9位
2014 年 KBDB小中距离鸽王全国 5位
外祖父：BE	5131343-05“白巴德”
作出子代获得：
2010 年 KBDB短距离鸽王全国 9位
2014 年 KBDB小中距离鸽王全国 5位
2014 年 LCB 短距离成鸽王及一岁鸽王 2位
作出孙代获得：
2014 年 KBDB短距离一岁鸽王省 1位
本身荣获 6次冠军
外祖母：BE	5176952-08“白羽雌”
作出子代获得：
2010 年 KBDB短距离鸽王全国 9位
2014 年 KBDB小中距离鸽王全国 5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1 号

NL18-1629377 雄
〉爱亚卡普父子

父亲“奥林匹克汉斯”获得：
17 年布鲁塞尔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 1 位
2015 年 WHZB 长距离鸽王全国 3 位
查特路 NPO 3120 羽冠军 709 公里
南特伊 NPO 4476 羽亚军 448 公里
平辈获得：NL17-909：2017 年 PIPA 幼鸽中长距离鸽
王全国 31 位
NL17-332：2018 年 WHZB 一日长距离鸽王全国 2 位    
NL17-333： 荷兰速度省鸽王 16 位 +    
NL17-892： NPO 波治 2242 羽 7 名
                         NPO 查特鲁 3794 羽 29 名父亲：NL 12-1204759“奥林匹克汉斯”

爱亚卡普父子
17 年布鲁塞尔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 1位
2015 年 WHZB长距离鸽王全国 3位
查特路NPO	3120 羽冠军 709 公里
南特伊NPO	4476 羽亚军 448 公里
波治NPO	3815 羽 9 名 659 公里
奥塞尔NPO	5518 羽 17 名 550 公里
祖父：NL 11-1742864“奥林匹克威廉姆”
威廉·迪布恩
父亲“奥林匹克飓风”获得：
2013 年尼特拉奥林匹克代表鸽全国 3位
作出子代“奥林匹克汉斯”获得：
17 年布鲁塞尔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 1位
2015 年 WHZB长距离鸽王全国 3位
查特路NPO	3120 羽冠军 709 公里
南特伊NPO	4476 羽亚军 448 公里
波治NPO	3815 羽 9 名 659 公里
奥塞尔NPO	5518 羽 17 名 550 公里
祖母：NL 11-1159852
“奥林匹克汉斯”之母
提奥·胡腾 x彼得·文斯特拉
作出子代“奥林匹克汉斯”获得：
17 年布鲁塞尔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 1位
2015 年 WHZB长距离鸽王全国 3位
查特路NPO	3120 羽冠军 709 公里
南特伊NPO	4476 羽亚军 448 公里
波治NPO	3815 羽 9 名 659 公里
奥塞尔NPO	5518 羽 17 名 550 公里
母亲：NL 14-1604679“漂亮女郎”
贺尔曼 -裘斯特
	“头奖号”直女
其半平辈“奥林匹克维西安”获得：
全国奥林匹克雌鸽王 3位
“迪卡普里奥”：凡戴克顶尖种鸽
“年轻头奖号”：超级种公，作出子代获得：
2018 年 NPO全国幼鸽王 1位

外祖父：B 03-6192777“头奖号”
贺尔曼 -裘斯特
	“奥林匹克 003 号”直子
作出子代“奥林匹克薇薇安”获得：
2013 年中距离奥林匹克代表鸽全国 3位
南特伊NPO	8663 羽冠军
米尔 7001 羽冠军
波玛罗 961 羽冠军
布鲁尔NPO	5848 羽亚军
布鲁尔 4396 羽亚军
波玛罗 1523 羽亚军

外祖母：NL 08-1102868“赫拉斯”
贺尔曼 -裘斯特
	“欧元号”直女
作出子孙代获得：
2013 年加拿大短距离鸽王全国 1位
维尔特 1992 羽冠军
蓬圣麦克斯NPO	3623 羽亚军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2 号

B18-3040233 雄
〉马克 & 吉尔特·波林

“努诺”直子
其平辈“全省波治号”获得：波治省赛 2101 羽冠军
其平辈“法里斯”获得：布瑞福 5296 羽 5 名
蒙托邦 3990 羽 24 名  莱邦纳 5024 羽 49 名
拉苏特年 11236 羽 68 名  苏雅克 3641 羽 75 名
南特斯半国家赛 2161 羽 50 名
其平辈 324-12 获得：4 次俱乐部冠军

父亲：BE 09-3091300“努诺”
作出子代“全省波治号”获得：
波治省赛 2101 羽冠军
作出子代“法里斯”获得：
布瑞福 5296 羽 5名
蒙托邦 3990 羽 24 名
莱邦纳 5024 羽 49 名
拉苏特年 11236 羽 68 名
苏雅克 3641 羽 75 名
南特斯半国家赛 2161 羽 50 名
作出子代 324-12 获得：
4次俱乐部冠军
祖父：BE	04-3003112“纳翼”
作出 2代后代获得：
10 年中距离一岁鸽王省 1位
07 年长距离一岁鸽王省 1位
查特路 2790 羽冠军
波治 2101 羽冠军
南特斯 1889 羽冠军
圣尤斯特 1736 羽冠军
保提维尔 1457 羽冠军
祖母：BE	04-3003075
“种雌 075 号”
作出多羽顶尖赛将及种鸽

母亲：BE 09-3172980“费格拉斯直女”
诺尔·里彭斯
作出子代获得：
布瑞福 5286 羽 5名
蒙托邦 3990 羽 24 名
苏雅克 7760 羽 42 名
莱邦纳 5024 羽 49 名
拉苏特年 11236 羽 68 名
保提维尔 13813 羽 112 名
作出子代“全省波治号”获得：
波治省赛 2101 羽冠军
作出子代 324-12 获得：4次俱乐部冠军
外祖父：BE	01-3236195“费格拉斯”
欧里亚克 6611 羽 44 名
波尔多 7519 羽 64 名
布瑞福 7446 羽 144 名
蒙托邦 7303 羽 229 名
父亲“飞戈”获得：
比利时倚天精英鸽王 1位
2000 年 KBDB鸽王 3位
2001 年奥林匹克代表鸽
外祖母：BE	07-4377229
“活力号”外孙女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3 号

NL18-1224713 雄
〉克里斯蒂安·维特林（胡曼斯）

“强壮哈利” 杨 • 胡曼斯  斑
父亲“249 号”获得：
18 年中距离 NPO 鸽王 1 位  中距离鸽王省 2 位
蓬圣麦克斯 1207 羽亚军  蓬圣麦克斯 377 羽季军
摩林科 1555 羽 5 名   蓬圣麦克斯 NPO 5658 羽 6 名
……

父亲：NL 16-1663249“249 号”
杨·胡曼斯		灰
18 年中距离NPO鸽王 1位
中距离鸽王省 2位、蓬圣麦克斯 1207 羽亚军
蓬圣麦克斯 377 羽季军、摩林科 1555 羽 5名
蓬圣麦克斯NPO	5658 羽 6 名
莱西尼斯 822 羽 6名
阿瑟泽里克 1000 羽 10 名
莫伦 3447 羽 15 名、莫伦 3447 羽 15 名
贝昂 4093 羽 17 名、南特伊 3607 羽 17 名
查特路NPO	1974 羽 18 名
基耶夫兰 4121 羽 27 名
（无重复）
2018 年 18 场比赛 18 次入赏
祖父：NL	13-1091818
“强壮特里尔男孩”	维特林
超级种鸽，作出子代获得：
NPO中距离鸽王 1位
15 年WHZB- 王中王全国 12 位
莱西尼斯 10082 羽冠军
尼尔尼斯 4187 羽冠军
拉昂 2218 羽冠军
特森德罗 1548 羽冠军
阿瑟泽里克 563 羽冠军
祖母 :NL	13-1395512“哈利全姐妹 512 号”
杨·胡曼斯
作出子代获得：18 年 NPO中距离鸽王 1位
2018 年中距离鸽王省 2位
尼尔尼斯 4187 羽冠军
阿瑟泽里克 563 羽冠军
杜菲尔 402 羽冠军
蓬圣麦克斯 360 羽冠军
阿瑟泽里克 340 羽冠军
罗耶 311 羽冠军

母亲：NL 16-1663105“105 号”
杨·胡曼斯		斑
其平辈“386 号”获得：阿瑟泽里克 4069 羽亚军
贝昂 3717 羽季军、查特顿NPO	12 位
莫伦 3447 羽 13 名、欧登纳德 2399 羽 13 名
查特路NPO	15 名、阿瑟泽里克 2024 羽 15 名
查特顿NPO	40 名、查特顿国家赛 80 名
外祖父：NL	15-1838648
“强壮明星”	维特林
作出子代获得：
阿瑟泽里克 4069 羽亚军
贝昂 3717 羽季军……
外祖母：NL	12-1784443
“美人哈利全姐妹”	哈利直女
杨·胡曼斯
基耶夫兰 4567 羽 29 名
圣昆汀 1602 羽 74 名
其平辈“美人哈利”作出子代获得：
15 年 PIPA 排行榜幼鸽组 1位
尼尔尼斯 14737 羽冠军
蓬圣麦克斯 12894 羽冠军
基耶夫兰 11337 羽冠军
基耶夫兰 3513 羽冠军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4 号

BE18-6085285  雌 斑
〉艾迪·詹森

“漂亮小夫人”全姐妹
“漂亮小夫人”获得：
2019 年奥林匹克成鸽组代表鸽 2 位

父亲：BE 15-6092147   “斯诺克”
作出子代“漂亮小夫人”059/16 获得：
一岁鸽及成鸽时获得 12 次入赏前 100 位
莫伦 1225 羽冠军、威尔森 643 羽冠军
切弗兰 1482 羽 7名、波治 3621 羽 9名
切弗兰 622 羽 4名、亚精顿 3319 羽 6名
“麒麟花”033/17 获得：
切弗兰 753 羽 5名
波治 347 羽冠军、国家赛 38456 羽 8名
查特鲁 18499 羽 96 名、拿永 489 羽亚军
“麒麟花同窝姐妹”034/17 获得：
切弗兰 866 羽 9名、波治 38456 羽 62 名
030/18 获得：
莫伦 601 羽冠军、莫伦 851 羽 7名
109/18 获得：查特鲁 17269 羽 25 名
祖父：BE09-6041710			“普派艾米尔”
“普派”配“小马丁”直子
范登布兰德 -贺尔曼超级种鸽
作出超级双胞胎子代“特尔玛”及“路易斯”
获得：2016 年小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12 位、21 位
还作出子代“斯诺克”是一羽顶尖种鸽
祖母：NL	13-1632624
“超级 53 号”直女		阿特玛联合鸽舍
超级种雌
作出超级双胞胎子代“特尔玛”及“路易斯”
获得：2016 年小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12 位、21 位
还作出子代“斯诺克”是一羽顶尖种鸽

母亲：BE15-6059382   “南希”
范欧克·巴特及南希
作出子代“漂亮小夫人”059/16 名
“麒麟花”033/17
109/18 获得：查特鲁 17269 羽 25 名
外祖父：BE08-6031121“年轻葛斯顿”
范欧克·巴特及南希
萨布里斯省赛冠军	亚精顿省赛 14 名
查特鲁省赛 17 名		拉苏特年省赛 25 名
亚精顿省赛 37 名		盖雷省赛 42 名
布洛瓦省赛 49 名
外祖母：BE10-6143155“维蒂”
吉林克斯家族
出自利蒙治国家赛 11869 羽冠军 x
查特鲁国家赛 17109 羽亚军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5 号

NL18-3830177 雌
〉柯尔·海德

“阿让雄”全姐妹柯尔·海德
全兄弟获得：阿让全国 6379 羽冠军
母亲获得：橘郡国家赛冠军
“米歇尔”孙女

父亲：NL 14-1147254
“米歇尔”直子
柯尔·海德
“米歇尔”获得：
1998-2000 年波品纳 ZLU鸽王全国 1位
1998-2000 年达克斯 ZLU鸽王全国 1位
波品纳全国 17 名
波品纳全国 21 名
达克斯全国 39 名
达克斯全国 58 名
马赛全国 164 名

祖父：NL	96-9659671“米歇尔”
柯尔·海德		
波品纳国家赛		5479 羽		17 名
波品纳国家赛		7195 羽		21 名
达克斯国家赛		3755 羽		39 名
马赛		国家赛		4949 羽	154 名
波品纳国家赛		6857 羽	306 名
波品纳国际赛	18426 羽		41 名
波品纳国际赛	20859 羽	347 名

祖母：NL	10-3021354
“回旋镖”直女
吉尔伯恩	/	柯尔海德
2010 年奥林匹克代表鸽
荷兰国家赛冠军
圣维仙 11180 羽 7名
塔布斯 7487 羽 8名
达克斯 12128 羽 23 名
蒙托邦 18668 羽 87 名
塔布斯 9955 羽 195 名
波尔多 16408 羽 361 名
圣维仙 13020 羽 1766 名

母亲：NL 09-4775716“橘郡小姐”
穆尔德父子
橘郡国家赛 4307 羽冠军
橘郡国家赛 1809 羽 4名
吕费克 3880 羽 227 名
吕费克 3654 羽 211 名
利蒙治 2976 羽 221 名

外祖父：NL	06-1172640
橘郡国家赛冠军之父
作出子代获得：
橘郡国家赛 4307 羽冠军
橘郡国家赛 1809 羽 4名
作出孙代获得：
阿让 6379 羽冠军

外祖母：B	08-4336821
橘郡国家赛冠军之母
蓝克里特
作出直女“橘郡小姐”获得：
橘郡国家赛 4307 羽冠军
橘郡国家赛 1809 羽 4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6 号

B18-5122629 雌
〉拉艾茨 & 肯尼

“年轻女郎灰姐妹”  拉茨兄弟
全姐妹“年轻女郎”获得：
波兹南超长距离比利时奥林匹克代表鸽 7 位
希迈    1101 羽  冠军
希迈    2558 羽  季军
特雷罗  1502 羽  4 名
迪兹    3935 羽  7 名

父亲：BEL 17-5087919“骄傲之子”
拉艾茨兄弟
祖父“儿子”获得：
2013 年 KBDB尼特拉奥林匹克代表鸽 3位
2012 年 KBDB欧洲杯奥林匹克代表鸽 1位
6次冠军
作出直女“年轻女郎”获得：
波兹南超长距离比利时奥林匹克代表鸽 7位

祖父：BEL 16-2060069“69 号直子”
德瓦·亚伯特
父亲“儿子”获得：
2013 年 KBDB尼特拉奥林匹克代表鸽 3位
2012 年 KBDB欧洲杯奥林匹克代表鸽 1位
LCB王中王鸽王 1位
12 年 LCB 一岁鸽王 1位
12 年中距离鸽王 1位

祖母：BEL	14-2068975 种雌
平辈获得：2013 年波治国家赛区冠军

母亲：BEL 16-2249107
“强壮女郎”同窝姐妹
同窝姐妹“强壮女郎”获得：
2018 年 KBDB鸽王全国 1位
作出直女“年轻女郎”获得：
波兹南超长距离比利时
奥林匹克代表鸽 7位

外祖父：BEL 15-2253157
“火箭 157 号”
拉艾茨兄弟
父亲“火箭号”获得：
2012 年奥尔良省赛成鸽组
2636 羽冠军、23834 羽分速最快

外祖母：BEL 14-2068856
“黄金母亲”
拉艾茨兄弟		顶尖种雌
作出子代“强壮女郎”获得：
2018 年 KBDB鸽王全国 1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7 号

NL18-1620348 雄
〉佛布利联合鸽舍

“瓦莉塔直子”
佛布利联合鸽舍
出自 4 次冠军之父 x8 次冠军之母

父亲：NLD 14-1651344“普拉迪诺”
佛布利联合鸽舍
蓬圣麦克斯 1170 羽冠军		莫伦 8062 羽 18 名
杜菲尔 6170 羽 10 名			波治 1725 羽 16 名
米尔 1404 羽亚军、132 羽冠军
费路易 1682 羽 10 名
摩林科 1181 羽 4名、214 羽冠军
特洛伊国家赛 455 公里 6372 羽冠军、
12748 羽分速最快、国家 S3大区 17351 羽季军
汽车大奖得主
2015 年 PIPA 荷兰一岁赛将 8位、最佳鸽王 11 位
2016 年 WHZB/ 王中王荷兰最佳雄鸽王 2位
荷兰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 7位
祖父：BEL	10-6357212“里克”
里克	&	杨·贺尔曼
其全姐妹“美丽蝴蝶”获得：
亚精顿国家赛 25583 羽 8名
亚精顿国家赛 21095 羽 22 名
波治国家赛 22476 羽 25 名
亚精顿国家赛区 3761 羽 81 名
亚精顿国家赛区 1905 羽 89 名
查特路国家赛区 7400 羽 197 名
祖母：NLD	09-1375385“斯维特拉娜”
杨·胡曼斯
	“詹姆斯邦德 007”直女
“詹姆斯邦德 007”为“哈利”全兄弟
母亲：NLD 14-1651354“瓦莉塔”
佛布利联合鸽舍		超级雌赛将
8次冠军、3次入赏图文电视
蓬圣麦克斯NPO	392 公里 8586 羽冠军
艾索顿NPO	646 公里 4492 羽亚军、
3498 羽季军、1122 羽冠军
基耶夫兰 1561 羽冠军、费路易 1035 羽冠军
尼尔尼斯 433 羽冠军、帝嫩 174 羽冠军
圣昆汀 155 羽冠军、莫伦 145 羽冠军

杜菲尔 1363 羽 9名、费路易 2598 羽 7名
尼尔尼斯 5904 羽亚军、伊斯内 2819 羽 10 名
拿永 1175 羽 12 名
外祖父：NLD	13-1040138“路克”
巴克父子 x考夫曼血统
作出子代“瓦莉塔”获得：
蓬圣麦克斯NPO	392 公里 8586 羽冠军
艾索顿NPO	646 公里 4492 羽亚军、
3498 羽季军、1122 羽冠军
基耶夫兰 1561 羽冠军、
费路易 1035 羽冠军
尼尔尼斯 433 羽冠军、
帝嫩 174 羽冠军
外祖母：NLD	10-1326486“乌托邦”
佛布利联合鸽舍
拿永 10110 羽季军、1818 羽冠军
尼威尔 2259 羽季军、348 羽冠军
波玛罗 5832 羽 12 名、299 羽冠军
拿永 7697 羽 7名
南图 2467 羽 8名
波治 8579 羽 10 名
杜菲尔 2723 羽 10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8 号

BE18-6256931 雌
〉范欧克·巴特 - 南希

2018 年查特鲁国家赛冠军全姐妹
其平辈 6057266/17 获得：
查特路 556 公里地区赛冠军、
省赛 932 羽冠军、国家赛区 1748 羽冠军、
国家赛 4641 羽冠军、24783 羽分速最快

父亲：BEL 08-6031121
“年轻葛斯顿”
巴特·范欧特
萨布里斯省赛冠军		
亚精顿省赛 14 名
查特路省赛 17 名
拉苏特年省赛 25 名
作出子代“超级 1号”6070610/13：
13 年 LCB 王中王全国 4位
莫米尼斯 66 羽冠军
莫米尼斯 137 羽季军
苏瓦松 167 羽冠军
祖父：BEL	06-6034891
“年轻葛斯顿”
葛斯顿·范德瓦尔		灰
作出子代 6030121/08 荣获：
萨布里斯省赛冠军
亚精顿省赛 14 名
查特路省赛 17 名
拉苏特年省赛 25 名
亚精顿省赛 37 名
盖雷省赛 42 名
布鲁瓦省赛 49 名
祖母：BEL	02-6330844
“超级娇小雌”
杰夫·帝豪沃
作出直子“F16 战斗机”
拉苏特年国家赛冠军
2011 年欧洲鸽王 2位
拉苏特年国家赛冠军
波治国家赛 5名
拉苏特年国家赛 10 名
作出子代 6031121/08 荣获：
萨布里斯省赛冠军

母亲：BEL 11-6126059  “古驰”
范欧克·巴特 -南希
作出子代 6057266-17 荣获：
查特路 556 公里地区赛冠军、
省赛 932 羽冠军、国家赛区 1748 羽冠军、
国家赛 4641 羽冠军、24783 羽分速最快
作出子代 6059094/15 荣获：
查特路联省 649 羽亚军、国家赛 10422 羽 85 名，
作出子代 6057702-17 荣获：林堡省鸽王 1位
查特鲁 1482 羽省赛冠军
外祖父：BEL	07-6398151“帅气克里斯”
克雷伯特·克里斯
顶尖种鸽，作出子代 11/6126288 荣获：
查特路省赛 2478 羽 10 名
蒙特吕松省赛 2222 羽 13 名
亚精顿国家 B2赛区 1227 羽 22 名
威尔森半国家赛 3585 羽 26 名
盖雷国家赛 2656 羽 42 名
亚精顿省赛 1446 羽 46 名
布鲁瓦半国家赛 5000 羽 65 名
蒙特吕松 2996 羽 74 名
外祖母：BEL	05-6217616
“涡轮小姐”巴特•范欧克
05-06-07 年特恩豪特 3次鸽王
作出孙代荣获：NPO	14502 羽冠军
作出子代 11-6126288 荣获：
查特路省赛 2478 羽 10 位
蒙特吕松省赛 2222 羽 13 名
威尔森半国家赛
3585 羽 26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19 号

NL18-1787013
〉齐斯·德鲁格

2018 年那波纳国家赛亚军之女

父亲：16-1422648 斑
2018 年那波纳国家赛亚军
2018 年阿让 ZLU566 名

祖父：NL05-0504010 斯塔克		斯特特吉
做出子代获得：
18 年那波纳国家赛亚军
10 年利蒙治国家赛亚军
10 年利蒙治省赛冠军
07 年蒙托邦国家赛 4名
10 年贝利古国家赛 42 名
10 年卡奥尔国家赛 58 名

祖母：NL06-2077540
“黄金 10”之母
做出后代获得：
16 年波城国际赛冠军
10 年卡奥尔国家赛冠军
13 年贝杰拉克国家赛冠军
18 年那波纳国家赛亚军
10 年利蒙治国家赛亚军
15 年橘郡国家赛季军
15 年波城国家赛 6名

母亲：NL16-1423590 齐斯•德鲁格
2018 年阿让国家赛 985 名

外祖父：11-1608668
齐斯·德鲁格

外祖母：NL11-1292780
“萨菲尔”回血
耶勒玛·耶勒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0 号

NL18-1102500 雌
〉威廉·迪布恩

“奥林匹克飓风号”之女

父亲 :NL 10-1688185
“奥林匹克飓风号”  威廉•迪布恩
王中王幼鸽王全国 3位
波兹纳荷兰 F赛区奥林匹克代表鸽 3位
波玛罗 2753 羽冠军
阿布里斯 2132 羽冠军
作出子代 11/433“奥林匹克福鲁姆”：
亚精顿 7796 羽亚军、NPO	344 羽 11 名
尼维尔 4974 羽冠军
11/345“泰富恩”：
雷斯坤 16450 羽季军
曼特斯 10446 羽季军
其本身荣获：阿布里斯 7826 羽亚军
波玛罗 2753 羽冠军
杜菲尔 5535 羽 7名
曼特斯 519 羽季军
杜菲尔 5031 羽 30 名
祖父：NL	06-1071836“暴风雪”
威廉•迪布恩
07 年王中王一岁鸽王全国 5位
07 年王中王短 /中距离鸽王全国 10 位
贝昂 22790 羽 13 名
杜菲尔 3424 羽 3名
米尔 4359 羽 4名
布隆 6601 羽 10 名
贝昂 968 羽季军
祖母：NL	06-1071928“童话号”
威廉•迪布恩
波玛罗 693 羽冠军
阿布里斯省赛 2764 羽冠军
作出子代 10/185“奥林匹克飓风号”
荣获：王中王幼鸽王全国 3位
波兹纳荷兰 F赛区奥林匹克代表鸽 3位
波玛罗 2753 羽冠军
阿布里斯 2132 羽冠军

母亲：NL 15-1707081“莫吉安娜”
威廉•迪布恩
2016 年国家赛：
查特路 47453 羽季军
波治NPO	13431 羽 12 名
PIPA 一岁鸽组 23 名
作出子代 18-065 获得：
中距离幼鸽王 10 位
外祖父 :NL	14-1060087“阿里巴巴”
威廉·迪布恩
幼鸽王 4位
米嫩 2153 羽冠军、12397 羽分速最快
曼特斯 2188 羽 6名
阿瑟泽里克 14126 羽季军
莫斯高伦 2153 羽冠军
阿瑟泽里克 5671 羽季军
圣佑斯特 7316 羽 7名
曼特斯 2188 羽 6名
贝昂 2640 羽 11 名
外祖母 :NL	14-1060282“萝莎”
威廉·迪布恩
15 年季后赛鸽王 2位
作出子代 15/081 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 47453 羽季军
蓬圣麦克斯 13116 羽 25 名
阿瑟泽里克 4075 羽 8名
杜菲尔 4103 羽 22 名
杜菲尔 5064 羽 49 名
杜菲尔 1251 羽 13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1 号

BE18-6194360 雌
〉丹尼·凡戴克

“佳能号兄弟 111”直女

父亲：BE09-6323111“11 号”
KBDB 鸽王全国 5位
其平辈“佳能号”获得：
多特蒙德欧洲杯中距离鸽王比利时 1位
2009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4位
杜尔丹 1245 羽冠军（领先 9分钟）
杜尔丹 1938 羽冠军
马尔内 3040 羽冠军
杜尔丹 1962 羽 6名
全兄弟 111-09“佳能号同窝兄弟”获得：
209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5位
杜尔丹 1962 羽冠军
杜尔丹 1747 羽季军
杜尔丹 1478 羽 7名
祖父：BE08-6298348“佳能号”之父
布兰登 -贺尔曼
作出子代多特蒙德欧洲杯中距离鸽王比利时 1位
2009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4位
杜尔丹 1245 羽冠军（领先 9分钟）
杜尔丹 1938 羽冠军
马尔内 3040 羽冠军
全兄弟 111-09“佳能号同窝兄弟”获得：
209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5位
杜尔丹 1962 羽冠军
杜尔丹 1747 羽季军
“普派”配“弗朗辛”直子
祖母：BE08-6297117“小黑塔姆”
安特卫普联盟幼鸽王 1位
KBDB中距离幼鸽世界锦标赛全国 2位
中距离比赛荣获 10 次 10%入赏
其平辈 09-136 获得：
2009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7位
杜尔丹 1478 羽 2名
马尔内 3040 羽 3名
杜尔丹 1938 羽 4名

母亲：BE15-6285782
“奥林匹克尼尔斯”配“小子弹”直女
父亲是：2013 年奥林匹克代表鸽
母亲是：KBDB中距离幼鸽鸽王全国 1位
外祖父：BE08-6338005“奥林匹克尼尔斯”
2013 年尼特拉短距离奥林匹克代表鸽
杜尔丹				793 羽		1 名		艾登普斯	1717 羽		3 名
杜尔丹				808 羽		3 名		基耶夫兰		490 羽		4 名
杜尔丹			1258 羽		4 名		杜尔丹				385 羽		4 名
莫伦						629 羽		5 名		奥尔良				918 羽		6 名
基耶夫兰	1088 羽		7 名
“迪卡普里奥”直子
外祖母：BE13-6215758			“小子弹”
KBDB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1位、
省鸽王 1位
拿永 1449 羽冠军（领先 2分钟）
杜尔丹 1487 羽冠军
（领先 5分钟，5591 羽分速最快）
杜尔丹 2433 羽 4名
杜尔丹 2374 羽 4名
杜尔丹 2179 羽 17 名
奥尔良省赛 462 羽 26 名
“佳能号”直女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2 号

NL18-1770245 雌
〉布鲁格曼兄弟

贝吉拉克国家赛 16336 羽冠军直女

父亲：NL 17-1148635“小乔普”
布鲁格曼兄弟
波尔多国家 2赛区 3172 羽 128 名
贝吉拉克国家赛 16336 羽冠军

祖父：NL	14-1821961
布鲁格曼兄弟
卡奥尔国家 S2赛区 573 名
卡卡松国家赛 622 名

祖母：NL	14-1821915“芬娅”
布鲁格曼兄弟
卡奥尔国家 S2赛区 57 名
卡卡松国家赛 211 名

母亲：NL 16-1406493“雅拉”
布鲁格曼兄弟
波尔多国家 S2赛区 3264 羽 43 名
卡奥尔国家 S2赛区 3922 羽 6名
圣维仙国家赛 2570 羽 336 名
波品纳国家赛 3778 羽 376 名

外祖父：NL	08-1375008“恩纳尔”
布鲁格曼兄弟
2013 年巴塞罗那国家赛 79 名
10 年马赛国家赛 392 名
11 年塔布斯国家赛 239 名
12 年巴塞罗那国家赛 1179 名
作出子代“雅拉”获得：
波尔多国家 S2赛区 3264 羽 43 名
卡奥尔国家 S2赛区 3922 羽 6名

外祖母：NL	14-1821906“米洛直女 06 号”
布鲁格曼兄弟
作出子代“雅拉”获得：
波尔多国家 S2赛区 3264 羽 43 名
卡奥尔国家 S2赛区 3922 羽 6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3 号

B18-6063660 雌
〉范德瓦尔·葛斯顿

“萨利”
2018 年查特鲁国家赛冠军子代
“奶酪小子”多重近亲

父亲：6072460-14“奶酪小子”直孙
平辈“劳拉”获得：波治国家赛冠军

祖父：6033129-07“罗尼”
“乳酪小子”直子
作出子代“劳拉”荣获：
波治国家赛冠军
BE07-6033018 全兄弟

祖母：6313774-13“丹尼斯”
“240”配“734”直女
平辈“金姆”获得盖雷国家赛冠军

母亲：6023127-16“玛莉亚”
2018 年查特路国家赛冠军
拉苏特年国家赛 16613 羽 4名
2018 年大中距离鸽王全国 4位
2018 年 5场国家赛最佳成鸽

外祖父：6072376-14
从未参赛
“奶酪小子”直孙

外祖母：6072406-14
夏季幼鸽
“奶酪小子”孙女
“玛莉亚”之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4 号

NL18-5151772 雄
〉阿特玛联合鸽舍

平辈获得：
2014 年鸽王省 1 位
WHZB 鸽王全国 3 位
超级 53 近亲

父亲：NL 07-1183312   “艾德尔曼”
超级 53 直子		安特玛联合鸽舍
海沙特 436 羽冠军
作出子代 13-465 获得：2402 羽冠军
2014 年短距离鸽王 1位、WHZB	3 位
作出孙代获得：
2602羽冠军、2188羽冠军、2181羽冠军、1569羽冠军
1504羽冠军、1047羽冠军、374羽冠军、361羽冠军
293 羽冠军、198 羽冠军
祖父：BE	04-6177653			“超级 53 号”马里安
凡德纳比	/	恩格斯血统
2007 年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荷兰 1位
06 年WHZB鸽王 3位
06 年WHZB短距离 3位
10 次冠军
杜菲尔 2755 羽冠军
波玛罗 2290 羽冠军
阿布里斯 2031 羽冠军
圣昆汀 1290 羽冠军
奥尔良 807 羽冠军
祖母：BE	02-6175791			“福洛雌”
福洛·佛沃特 x迪克·凡戴克血统
“所向无敌”孙女
作出子代：
04-023:9250 羽冠军
07-311:7585 羽冠军
04-022:5331 羽冠军
06-789:925 羽冠军
07-312:436 羽冠军
07-353:417 羽冠军
09-521:424 羽冠军
04-193:04 年 FCI 日本 300 公里比赛冠军

母亲：NL 14-1439367   “独眼雌”超级 53 直女
安特玛联合鸽舍
作出子代获得：
3697 羽冠军、2302 羽冠军、1233 羽冠军
380 羽冠军、1732 羽亚军
255 羽冠军、1606 羽亚军
130 羽冠军、1892 羽亚军
818 羽季军、1742 羽 4名
1431 羽 4名、1159 羽 8名
作出孙代获得：7769 羽冠军、
3272 羽冠军
外祖父：BE	04-6177653			
“超级 53 号”	马里安
凡德纳比	/	恩格斯血统
2007 年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荷兰 1位
06 年WHZB鸽王 3位
06 年WHZB短距离 3位
10 次冠军
杜菲尔 2755 羽冠军
波玛罗 2290 羽冠军
阿布里斯 2031 羽冠军
圣昆汀 1290 羽冠军
奥尔良 807 羽冠军
外祖母：BE	10-6297751
“迪卡普里奥 751 号”
迪克·凡戴克
出自“迪卡普里奥”x
“所向无敌直女 005 号”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5 号

B18-4097037 雌
〉范希·福雷迪 & 雅克

“薇尔玛”
查特鲁国家赛 18499 羽冠军直女
其半平辈获得：
奥尔良  6375 羽 冠军
奥尔良  1329 羽 亚军
亚精顿  7382 羽 74 名
奥尔良  3498 羽 21 名
查特路  4035 羽 24 名

父亲：BE 10-4326260“燧石号”
作出子代获得：
2017 年 KBDB大中距离鸽王全国 10 位
布瑞福 5929 羽 4名
查特路 2787 羽亚军
奥尔良 6375 羽冠军

祖父：BE	04-5065636“飞力士”
查特路 281 羽冠军、4080 羽冠军
波治 223 羽冠军、6317 羽季军、
18657 羽 14 名
奥尔良 1221 羽 9名
威尔森 3733 羽 6名

祖母：BE	05-4045252			“伊索德”
2006 年 KBDB中距离鸽王 2位
查特路	3114 羽 4名
查特路	3082 羽 12 名
亚精顿 4104 羽 18 名
查特路 1683 羽 8名
奥尔良 309 羽亚军
杜尔丹 6677 羽冠军直女

母亲：BE 17-4200091“小凯佩特”
查特路国家赛 18499 羽冠军
查特路 25543 羽分速最快
查特路 6198 羽冠军、
3782 羽冠军、299 羽冠军

外祖父：BE	15-4130479“巴斯迪尔”
作出子代“小凯佩特”17-4200091 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 18416 羽冠军
查特路国家赛 25543 羽分速最快

外祖母：BE	11-4244005“丽兹”
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 18416 羽冠军
查特路国家赛 25543 羽分速最快
威尔森 2341 羽 22 名
查特路 21515 羽 169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6 号

NL18-3846594 雄
〉凡王路易联合鸽舍

查特路 NPO 冠军直子

父亲：NL 10-3042203“阿兰佐”
凡王路易联合鸽舍
查特路 863 羽亚军、NPO	5703 羽 9 名
保提维尔 469 羽亚军、NPO	3600 羽 12 名
亚精顿 1154 羽 5名、NPO	7144 羽 6 名
亚精顿国家赛 23597 羽 66 名
吉恩NPO	4152 羽 29 名
蒙特吕松 1086 羽 9名、NPO	6908	羽 39 名
拉苏特年 661 羽 17 名、NPO	4239 羽 26 名
祖父：NL	07-3741987			“林哥”
凡王路易联合鸽舍
香提利 1814 羽 15 名
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路 863 羽亚军、NPO	5703 羽 9 名
保提维尔 469 羽亚军、NPO	3600 羽 12 名
亚精顿 1154 羽 5名、NPO	7144 羽 6 名
亚精顿国家赛 23597 羽 66 名
奥尔良 649 羽 6名、NPO	3052 羽 6 名
祖母：NL	09-3941047			“伊莎
凡王路易联合鸽舍
奥尔良 773 羽亚军
奥尔良 1344 羽 22 名
2009 年锦标赛冠军
“年轻马赛号”直女
阿布瑞契·马歇尔
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路 863 羽亚军
母亲：NL 12-3241499“喜德娜”
凡王路易联合鸽舍
查特路 454 羽冠军、NPO	3115 羽冠军
查特路国家赛 11047 羽冠军
查特路国家赛 37216 羽亚军
蒙特吕松 1086 羽 10 名、NPO	6908 羽 40 名
蒙特吕松 845 羽 11 名、NPO	5143 羽 15 名

吉恩 580 羽 12 名、NPO	4152 羽 40 名
拉苏特年 406 羽 10 名、NPO	2861 羽 22 名
亚精顿 566 羽 15 名、NPO	4419 羽 39 名
拉苏特年 863 羽 19 名、NPO	5281 羽 50 名
拉苏特年 425 羽 20 名、NPO	3086 羽 54 名
查特路 487 羽 22 名、NPO	3867 羽 46 名
外祖父：NL	06-1268882
凡王路易联合鸽舍
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路NPO	7360 羽冠军
查特路NPO	3087 羽冠军
查特路国家赛 11047 羽冠军、37216 羽亚军
保提维尔NP	O4052 羽季军
杜尔斯 9744 羽 5名
贝昂 AFD	19450 羽 6 名
查特路NPO	4809 羽 8 名
拉苏特年NPO	6873 羽 9 名
外祖母：NL	05-1603399“安斯”
凡王路易联合鸽舍
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路NPO	7360 羽冠军
查特路NPO	3087 羽冠军
查特路国家赛 11047 羽冠军、
37216 羽亚军
保提维尔NP	O4052 羽季军
杜尔斯 9744 羽 5名
贝昂 AFD	19450 羽 6 名
查特路NPO	4809 羽 8 名
拉苏特年NPO	6873 羽 9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7 号

B18-6020314 雄
〉乔斯·佛卡门

超级赛将“钢铁侠”半兄弟
半平辈 271/18 获得：
莫伦   762 羽 亚军   310 公里
切弗兰 441 羽 4 名    354 公里
其半平辈 221/17 获得：
波治  109 羽  冠军    479 公里
波治  347 羽  亚军
波治国家赛 38357 羽 47 名
切弗兰 867 羽季军      354 公里

父亲：NL 16-1526371“布鲁斯李”
佛科克
作出子代“钢铁侠”获得：
莫伦 10781 羽分速最快 310 公里
切弗兰 907 羽分速最快 354 公里
莫伦 616 羽冠军
拿永 669 羽冠军 208 公里
切弗兰 654 羽冠军 354 公里
切弗兰 974 羽亚军（仅落后同舍鸽）
作出子代 221/17 获得：
波治 109 羽冠军 479 公里
波治 347 羽亚军
波治国家赛 38357 羽 47 名
切弗兰 867 羽季军 354 公里
祖父：NL	11-1740957“安迪莫雷”
佛科克
顶尖翼长距离鸽王全国 2位
长距离鸽王省 3位
查特路国家赛 8864 羽 6名
波治NPO	4961 羽 12 名
波治NPO	13592 羽 30 名
祖母：NL	11-1740948“乌托邦”
佛科克
查特顿 11572 羽亚军
森斯 14517 羽 95 名
曼特斯 7121 羽 47 名
吕费克NPO	3875 羽 28 名
波治NPO	9896 羽 79 名
“奥林匹克索兰吉”
2009 年奥林匹克代表鸽直女（佛科克父子）

母亲：BE 16-6277214 “电流号直女”
乔斯·佛卡门
2016 年晚生鸽
其平辈“小电流号”获得：
KBDB中距离鸽王全国 5位
其平辈“三星”获得：
苏佩斯 9294 羽分速冠军
亚精顿国家赛 4582 羽 20 名
其平辈“迪迪”获得：
莫伦 1183 羽冠军 310 公里
外祖父：BE	08-6174630“电流号”
作出子代“小电流号”获得：
KBDB中距离鸽王全国 5位
作出子代“三星号”获得：
苏佩斯 9294 羽冠军 357 公里
作出孙代“野马”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 33018 羽分速最快
外祖母：BE	11-6282004“戴尔芬”
乔斯·佛卡门
蒙特吕松国家赛 22875 羽 62 名
作出子代“小电流号”获得：
KBDB中距离鸽王全国 5位
作出子代“三星号”获得：
苏佩斯 9294 羽冠军 357 公里
亚精顿国家赛 4582 羽 20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8 号

NL18-1455994 雄
〉杰拉德·考夫曼

超级赛鸽”小贝特”的半兄弟 ; 
“ 小 贝 特” 在 2018 年 荣 获 查 特 敦 648
公 里 1 名 /918 羽； 查 特 洛 克 斯 755 公
里 5 名 /3647 羽； 波 治 704 公 里 11 名
/5877 羽； 

父亲：NL-10-4789721 贝特
代表子代小贝特环号：
NL-16-4783962 于 2018 年 8 月 4 日 荣
获查特敦 648 公里 5040 羽第二名；
2018泰国芭提雅公棚赛鸽王第三名的祖父
2014 年度荷兰当日归国家赛鸽王；
查隆斯 456 公里		1 名 /521 羽
齐福瑞 346 公里		2 名 /1215 羽
基恩 643 公里		5 名 /502 羽
奥尔良	647 公里			8 名 /725 羽
瑞姆斯 443 公里		13 名 /3827 羽
匹斯维尔 611 公里		18 名 /4494 羽
梅能 340 公里		7 名 /1735 羽
西丹 506 公里		10 名 /879 羽
三斯 571 公里		3 名 /630 公里
史 . 特敦 248 公里		10 名 /1995 羽
吉尔 224 公里		21 名 /2459 羽

祖父：NL-08-4755795
本身赛绩出众，来自家族血系
“吉尔姆”“巴克西斯多夫”
“艾玛文先生”“安娜丽斯”
“硬汉”纯考夫曼品系
祖母：NL-08-4755776
纯考夫曼品系
来自血系：约翰；荷兰女皇；
蓝色贵族；安娜丽斯

母亲：NL-15-1230904 丹尼拉  考夫曼

外祖父：NL-10-5011833 杰瑞森
齐福瑞 338 公里			11 名 /6223 羽
布克斯特尔 163 公里			10 名 /10698 羽
匹斯维尔 603 公里			6 名 /6452 羽
奥尔良 639 公里		2 名 /3480 羽
考夫曼赛鸽棚优秀赛鸽
2013 斯洛伐克奥林匹亚
500 公里 -700 公里赛绩鸽称号
荷兰第 10 赛区所有赛距总评冠军
布克斯特尔（Boxtel）
163 公里		9 名 /9392 羽
外祖母：NL-10-5011998 女优
小迪克兄妹近亲回血之子
“卡索斯”的女儿；
子代 2015 年荣获荷兰NPO
索普斯 584 公里比赛 3607 羽 2名
哈裴特 188 公里			3 名 /6724 羽
2016 年荣获内图尔
491 公里		3 名 /3924 羽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29 号

B18-6024139 雌
〉巴特·吉林克斯

“格斗士孙女”

父亲：BEL 10-6143294“白宫”
作出子代 097/14 获得：
波治 1427 羽冠军			拿永 559 羽亚军
苏佩斯 1845 羽 4名
波治国家赛区 4284 羽 7名、
国家赛 14496 羽 22 名
查特路 2845 羽 14 名、国家赛 18658 羽 112 名
165/17 获得：
布洛瓦 359 羽亚军、省赛 2744 羽 22 名
亚精顿省赛 3267 羽 8名、国家赛 19859 羽 55 名
查特路省赛 2394 羽 15 名
“白头席维斯特”之孙
祖父：BEL	04-2298053“快车 1号”
顶尖种鸽
派翠西亚·佛哈根
作出子代荣获：
亚精顿国家赛 16363 羽冠军
并且是“快车小姐”、“最爱号”、
“白女士”、“快车先生”、
“快速男孩”、“快车女孩”之父
祖母：BEL	06-6346099	
“白头席维斯特”直女
顶尖赛将
亚精顿 5208 羽 8名
苏雅克 7315 羽 49 名
利蒙治 11995 羽 151 名
亚精顿 7353 羽 65 名
亚精顿 5927 羽 135 名
“黑女郎”之母

母亲：BEL 13-6143628“灰幻想全姐妹”
其平辈“灰幻想”获得：
查特路省赛 1762 羽冠军
蒙特利查 4049 羽亚军
亚精顿 19782 羽 24 名其平辈“普利库斯”
是考夫曼舍内顶尖种鸽
“格斗士”直女
外祖父：BEL	03-6460062“格斗士”
顶尖赛鸽及种鸽
2005 年波尔多奥林匹克 2位
2004 年 KBDB鸽王全国 3位
其子代“布鲁瓦小姐”获得：
布鲁瓦省赛 1112 羽 1名
查特鲁 3391 羽 5名
外祖母：BEL	07-6229162
“亚精顿小姐”
亚精顿省赛 971 羽冠军
亚精顿国家赛 6033 羽季军
蒙特吕松 469 羽冠军
蒙特吕松 2152 羽亚军
查特路省赛 1605 羽季军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0 号

NL18-1150272 雌
〉柯恩·明德豪

父亲：NL 11-3014705“新涡轮”
最近 5年内最优秀的长距离荷兰赛将
森斯					1510 羽冠军
尼尔尼斯	1795 羽冠军
基耶夫兰	3037 羽季军
波治					4278 羽 5 名
利蒙治			1698 羽季军

祖父：NL	10-3011170“170 号”
查特鲁NPO	5223 羽 2 名
拉苏特年NPO	3077 羽 2 名
查特鲁NPO	2227 羽 12 名
查特鲁NPO	2628 羽 13 名
森斯 11412 羽 6名
曼特斯 6554 羽 26 名
莫科斯 7032 羽 28 名

祖母：NL	08-3812041“黄眼号半姐妹”
10 年综合鸽王地区 2位
10 年综合鸽王省 3位
09 年综合鸽王地区 3位
09 年中距离鸽王 6位
拉苏特年 2899 羽 4名
贝昂 696 羽冠军
查特鲁 560 羽冠军
莫林科 9003 羽 18 名
奥尔良 717 羽亚军

母亲：NL 14-3413300
“黄眼号 x 小红眼” 直女
柯恩·明德豪
短距离锦标赛冠军
罗耶							9328 羽		6 名
基耶夫兰			8177 羽		6 名
基耶夫兰			7020 羽	10 名
奥尔良						765 羽		2 名
蓬圣麦克斯	9518 羽	28 名

外祖父：NL	11-3014703“黄眼号”
贝提维尔 6024 羽冠军
拉苏特年NPO	3077 羽冠军
查特鲁NPO	2227 羽冠军
贝提维尔 6340 羽 1名
拉苏特年 3077 羽 1名
查特鲁 2227 羽 1名
基恩 3548 羽 3名
莫林科 1259 羽 2名

外祖母：NL	09-3912393“灰红眼雌”
作出子代“布拉德利先生”
NL10-3011221 荣获：
长距离鸽王 1位
贝提维尔 5015 羽 1名
布鲁尔 8762 羽 9名
奥尔良 6067 羽 15 名
尼尔尼斯 8381 羽 23 名
莫林科 1664 羽 7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1 号

DV02098-18-2360
〉甘特·布朗格

父亲：DV 02098-10-1600
甘特·布朗格
作出子代荣获：
海格尔 1657 羽 13 名

祖父：DV 02098-06-330
父亲“330 号”获得 8次冠军
甘特·布朗格

祖母：DV 07237-07-24
“欧洲之星”直女
甘特·布朗格
	“欧洲之星”获得 201 年德国鸽王全国 1位

母亲：DV 02098-10-1561
凡龙 x考夫曼

外祖父：BEL 99-6552499 凡龙
基础雄鸽 BE84-6091954 直孙

外祖母：NL 01-4743641
“我们的路易斯”直女
“我们的路易斯”获得	93 年波治 7688 羽冠军
考夫曼	x	凡龙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2 号

NL18-1359000 雌
〉弗洛里安·亨德利克斯

“黄金配对”直女   乔 • 亨德利克斯父子
其平辈 17-760 获得：
艾索顿 1269 羽冠军、NPO 5233 羽亚军
森斯 476 羽冠军、NPO 4612 羽 8 名
洛利斯 NPO 16471 羽 12 名 吉恩联省 6033 羽 46 名
其平辈 17-761 获得：赛扎内 1555 羽冠军、NPO 8177 羽 12 名
其平辈 18-280 获得： 2018 年幼鸽王省 1 位

父亲：NL14-1359081“小杰拉德”
乔·亨德利克斯父子
波治 1290 羽冠军、NPO8278 羽亚军
蒙特吕松 507 羽冠军、NPO	1310 羽 4 名
洛利斯 1721 羽冠军、NPO	5537 羽 5 名
利蒙治NPO	1326 羽 11 名
雷特尔 1292 羽冠军
雷特尔省赛 10912 羽 13 名
洛利斯NPO	5166 羽 17 名
森斯NPO	9919 羽 61 名
赛扎内省赛 15607 羽 79 名
赛扎内 2148 羽 4名		雷穆斯 667 羽 4名
马切 595 羽 7名		森斯 513 羽 9名
祖父：NL12-1076890“齐娜直子”
考夫曼顶尖种鸽
全姐妹“夏日小姐”获得：
特洛伊NPO	8079 羽 4 名
布鲁尔NPO	10037 羽 11 名
其半平辈获得：
查特路NPO	667 羽冠军、
国家赛 37819 羽 15 名
吉恩NPO	3137 羽 4 名
布鲁尔 9786 羽亚军
祖母：NL12-1077075“小迪克雌”
考夫曼顶尖种雌
作出子代“小杰拉德”获得：
波治 1290 羽冠军、NPO8278 羽亚军
蒙特吕松 507 羽冠军、NPO	1310 羽 4 名
洛利斯 1721 羽冠军、NPO	5537 羽 5 名
利蒙治NPO	1326 羽 11 名
雷特尔 1292 羽冠军

母亲：BE16-6128813“友谊号全姐妹”里克 • 贺尔曼
其平辈“友谊号”获得：查特路国家赛 44314 羽冠军
苏佩斯 6134 羽冠军
作出子代 17-760 获得：
艾索顿 1269 羽冠军、NPO	5233 羽亚军
森斯 476 羽冠军、NPO	4612 羽 8 名
洛利斯NPO	16471 羽 12 名
吉恩联省 6033 羽 46 名
赛扎内省赛 19008 羽 81 名
18-280 获得：幼鸽王省 1位
马切 2314 羽冠军		吉恩 NPO	2778 羽季军
17-761 获得：
赛扎内 1555 羽冠军、NPO	8177 羽 12 名
外祖父：NL12-1783897“哈利直子”
杨·胡曼斯
作出子代“友谊号”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 44314 羽冠军
苏佩斯 6134 羽冠军	拿永 1799 羽 5名
苏佩斯 2127 羽 6名
外祖母：BE12-6327841“尼尔斯直女”
迪克·凡戴克
父亲 BE08-6338005“奥林匹克尼尔斯”
获杜尔丹 793 羽冠军
艾登普斯 1717 羽季军
杜尔丹 808 羽季军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3 号

B18-4233361 雄
〉迪斯梅特 - 瑞斯蒂安

“黄金超级巴塞罗那号”
半平辈“超级巴塞罗那 643 号”获得：
2016 年 KBDB 超长距离鸽王全国 3 位
2016 年波品纳国家赛 19 名
2016 年巴塞罗那国家赛 30 名
2014 年巴塞罗那冠军
2016 年巴塞罗那冠军

父亲：B 10-4312263  “苏斯回血”
迪斯梅特 -瑞斯蒂安
其半平辈荣获：
圣维仙半国家赛冠军
2010 年波尔多国家赛亚军
波尔多国际赛季军
圣维仙国家赛 23 名
波品纳国家赛 32 名
作出子代：
2016 年 KBDB超长距离鸽王全国 3位
2016 年波品纳国家赛 19 名
祖父：B	02-4458098“帅气苏斯”
欧尼斯托
作出子代荣获：
圣维仙半国家赛冠军
2010 年波尔多国家赛亚军
波尔多国际赛季军
圣维仙国家赛 23 名
波品纳国家赛 32 名
作出孙代荣获：
13 年巴塞罗那国际赛雌鸽组 5名
17 年比利时大师赛决赛 2位
祖母：NL	05-0531907“斑雌苏斯”
欧尼斯托

母亲：B 15-4088133“好黑雄”直女
迪斯梅特 -瑞斯蒂安
2016 年那波纳国家赛 9名
其平辈获得：
2017 年卡奥尔全省冠军
外祖父：B	06-4190072“好黑雄”
迪斯梅特 -瑞斯蒂安
“佑斯特”品系
“佑斯特”荣获：
2003 年波品纳国际赛一岁鸽组冠军
2003 年圣维仙国际
圣维仙国家赛 21 名
顶尖种鸽
作出子 /孙代荣获：
2015 年波城国际赛冠军
外祖母：B	11-4274463
“大克鲁”直女
迪斯梅特 -瑞斯蒂安
超级种雌
作出子代获得：
2017 年卡奥尔省赛冠军
2016 年那波纳国家赛 9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4 号

NL 18-1158820 雌
〉希勒兄弟

其平辈“蒂莫”获得：
2014 年 WHZB 幼鸽鸽王全国 6 位
2017 年 WHZB 全能鸽王全国 16 位
平辈“蒂蒙”16-884 获得：冯特内 9062 羽季军
奥尔良 4265 羽 6 名   拉苏特年国家赛 8600 羽 19 名
查特路国家赛 11922 羽 59 名
平辈“泰格”作出子代“里克”获得：一岁奥林匹克代表鸽 6 位
兄弟 16-380 “蒂莫”获得：3720 羽亚军、1586 羽亚军

父亲：NL 11-1742421“小杰伦”
威廉·迪布恩
贝昂 7007 羽 6名
贝昂 8232 羽 59 名
森斯 6650 羽 57 名
贝昂 8568 羽 75 名
奥尔良 4308 羽 59 名
作出子代“蒂莫”获得：
幼鸽王全国 6位
2017 年 WHZB全能鸽王全国 16 位
作出子代 16-380 获得：
蓬图瓦斯NPO亚军
作出孙代：
15-831“拉尔斯”：拉苏特年NPO冠军
16-384：欧比 1373 羽冠军、
罗耶 1492 羽冠军、吉恩NPO	7 名
16-437：基耶夫兰 1516 羽冠军
森斯NPO季军、幼鸽王全国 3位
17-240：中距离比赛鸽王省 1位
祖父：NL	06-1071741“杰伦”
威廉·迪布恩
SS成鸽王 1位		SS 短距离鸽王 1位
王中王鸽王全国 4位
08 年WHZB鸽王全国 4位
08 年WHZB雄鸽 11 位
作出子代 08-405 获得：
波治NPO	8579 羽 11 名
当日归长距离鸽王 5位
祖母：NL	07-1821760“灰焰火”	威廉·底本
2009 年WHZB最佳雌鸽全国 11 位
07 年王中王幼鸽王全国 5位
2008 年 SS 季后赛鸽王 2位
09 年 SS 季后赛鸽王
09 年王中王
短中距离鸽王
全国 11 位

母亲：NL 13-1308215“汉妮”希勒兄弟
作出子代“蒂莫”获得：
幼鸽王全国 6位
2017 年 WHZB全能鸽王全国 16 位
“超级男孩”及“哈利”孙女
外祖父：NL	09-3951648	
“超级男孩”直子		希勒兄弟
14 年WHZB幼鸽王全国 6位之祖父
其平辈“鸽王女孩”获得：
保提维尔NPO冠军		
拉苏特年NPO亚军
查特路NPO亚军
“爱蜜”获得：11 年当日归长距离鸽王 2位
外祖母：NL	11-1912644“哈利”直女
杨·胡曼斯



父亲：BE 13-3159680
“克里斯塔森”
“克丽丝塔”直子
“克丽丝塔”获得：
2013 年 6场比赛最佳赛将
2012 年 4场比赛最佳赛将
2013 年 KBDB鸽王 4位

祖父：BE	11-3123581“581 号”
“闪电号”回血

祖母 :BE	11-3673298
“克丽丝塔”
2012 年 4场国家赛比利时最佳赛将
2012 年W-VL	KBDB 鸽王 1位
2013 年 KBDB鸽王 4位
2013 年 6场国家赛比利时最佳赛将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5 号

B18-3030186 雌
〉里克·库尔斯

波治国家赛 28078 羽冠军“耐克”之孙女

母亲：BE 17-6129376
母亲“耐克”获得：
波治国家赛 28078 羽冠军

外祖父：B	09-6323130
“佳能号”全兄弟
丹尼·凡戴克
全兄弟“佳能号”获得：
2009 年大中距离鸽王全国 4位
杜尔丹 1245 羽冠军
杜尔丹 1938 羽冠军
马尔内 3040 羽冠军

外祖母：B	16-6128508“耐克”
波治国家赛 28078 羽冠军
其平辈 16-507 本身获得：
波治国家赛 28078 羽 66 名
亚精顿国家赛 19592 羽 183 名
“507”做出子代获：
2018 年北京开创者俱乐部
鸽王冠军“神奇小鸟”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6 号

18-1227085 雄
〉杨·胡曼斯

“哈利号”极度近亲后代

父亲：NL 13-1394850“亚历克斯哈利”
杨·胡曼斯
作出子代获得：
18年查特顿NPO	8 名（500公里，1094 米 / 分）
出自两羽超级赛将
父亲“哈利”获得：
布鲁瓦					37728 羽		1 名
查特路					22340 羽		1 名
查特路					21520 羽		3 名
母亲“亚历克西娅”获得：
查特路			5620 羽		1 名
祖父：NL	07-2007621“哈利”
杨·胡曼斯		
布鲁瓦					37728 羽		1 名
查特路					22340 羽		1 名
查特顿					21520 羽		3 名
莫林斯						4418 羽		6 名
史特龙贝克		4358 羽	15 名
查特路						5496 羽	21 名
艾佩耶						3709 羽	23 名
南特伊						3249 羽	30 名
曼特斯						4182 羽	50 名
祖母：NL	10-1864544“亚历克西娅”
“年轻闪电号”x“迪克雌”直女
“哈利”全姐妹
杨·胡曼斯
查特路			5620 羽		1 名
萨布里斯	7559 羽	40 名
赛扎内			4974 羽	60 名
图尔斯			5812 羽	66 名

母亲：NL 16-1664013“新哈利”直女
杨·胡曼斯
父亲“新哈利”获得：
尼尔尼斯			14737 羽			1 名
蓬圣马克斯	12894 羽			1 名
莫伦								1046 羽			1 名
特洛伊						6390 羽			9 名
半平辈获得：
阿瑟泽里克		4944 羽			1 名
拉昂								3413 羽			1 名
森斯								3261 羽			1 名
登波什						2802 羽			1 名
外祖父：NL	14-1219811“新哈利”
杨·胡曼斯
尼尔尼斯			14737 羽			1 名
蓬圣马克斯	12894 羽			1 名
莫伦								1046 羽			1 名
特洛伊						6390 羽			9 名
布鲁瓦						6613 羽		38 名
圣昆汀						1892 羽		84 名
基耶夫兰				3513 羽	159 名
外祖母：NL	08-2024320
“奥林匹克凯普”
曼特尔联合鸽舍
超级赛将及种鸽
2011 年奥林匹克代表鸽
作出子代获得：
拉昂			3413 羽	1 名
森斯			3261 羽	1 名
登波什	2802 羽	1 名
维尔特	2596 羽	1 名
吉内普	2346 羽	1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7 号

NL18-1751133 雄
〉迪汉联盟

“双重梅西”回血   迪汉联盟
出自 2 羽顶尖赛将
母亲“香奈儿梅西”作出子代获得：
17 年波品纳国家赛 4789 羽 9 名、国际赛 14682 羽 16 名、
国际赛雌鸽组 3487 羽 9 名
17 年圣维仙 ZLU 国家赛 3037 羽 15 名
国际雌鸽组 2286 羽 7 名
17 年 PIPA 排行榜欧洲鸽王国际 2 位
2017 年 WHZB/ 王中王 ZLU 鸽王全国 3 位
18 年波城国家赛 3551 羽 94 名
17 年波品纳国家赛 4789 羽 23 名
18 年波城国家赛 3551 羽 31 名
父亲“985 号”作出子代获得：
贝利古 7308 羽 10 名

父亲：14-1801985
“梅西”x“萨拉波瓦”
佛维伊 -哈安
作出子代获得：
贝利古 7308 羽 10 名
父亲“梅西”获得：卡奥尔NPO	3151 羽冠军
贝吉拉克NPO	2366 羽冠军
国家赛 10381 羽 12 名
圣维仙国家赛 3964 羽 57 名
母亲“萨拉波瓦”获得：
2010 年波尔多NPO	冠军、国家赛 5645 羽亚军
子代获得：
2014 年波尔多NPO	冠军、国家赛 3599 羽季军
圣维仙NPO亚军、国家赛 50 名
祖父：09-1026429“梅西”
佛维伊 - 哈安
卡奥尔NPO	3151 羽冠军
贝吉拉克NPO	2366 羽冠军
贝吉拉克国家赛 7655 羽亚军
卡奥尔国家赛 10381 羽 12 名
圣维仙国家赛 3964 羽 57 名
波尔多国家赛 6101 羽 139 名
蒙德玛森国家赛 108 名
祖母：06-2037422“萨拉波瓦”	佛维伊 - 哈安
2010 年波尔多NPO冠军、国家赛 5645 羽亚军
7场比赛 7次入赏	超级种雌
子代获得：2014 年波尔多NPO冠军
国家赛 3599 羽季军、NPO亚军、国家赛 50 名
母亲：13-1091197“香奈儿梅西”
佛维伊 -哈安			顶尖种雌
作出子代获得：
17 年波品纳国家赛 4789 羽 9名、
国际赛 14682 羽 16 名、国际赛雌鸽组 3487 羽 9名
17 年圣维仙 ZLU国家赛 3037 羽 15 名
国际雌鸽组 2286 羽 7名
17 年 PIPA 排行榜欧洲鸽王国际 2位
2017 年 WHZB/ 王中王 ZLU鸽王全国 3位
18 年波城国家赛 3551 羽 94 名
17 年波品纳国家赛 4789 羽 23 名
18 年波城国家赛 3551 羽 31 名

外祖父：09-1026429“梅西”
佛维伊 - 哈安
卡奥尔NPO	3151 羽冠军
贝吉拉克NPO	2366 羽冠军
贝吉拉克国家赛 7655 羽亚军
卡奥尔国家赛 10381 羽 12 名
圣维仙国家赛 3964 羽 57 名
波尔多国家赛 6101 羽 139 名
蒙德玛森国家赛 108 名
外祖母：07-1646369
佛维伊 - 哈安
顶尖种雌
作出子代“梅西”获得：
卡奥尔NPO	3151 羽冠军
贝吉拉克NPO	2366 羽冠军
贝吉拉克国家赛 7655 羽亚军
卡奥尔国家赛 10381 羽 12 名
圣维仙国家赛 3964 羽 57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8 号

NL18-1133284
〉布克·迪克鲁夫

“黄金米斯”
出自 2019 年波兹南全能奥林匹克
代表鸽 2 位

父亲：NL 14-1054603“603 号”
戈贝尔
15 年联盟鸽王 2位
2015 年俱乐部鸽王 1位
15 年季后赛联盟鸽王 1位
2017 年俱乐部短距离鸽王 1位
基耶夫兰 2193 羽亚军
阿瑟泽里克 1046 羽季军
阿瑟泽里克 1040 羽季军
蓬圣麦克斯 1756 羽 6名
基耶夫兰 775 羽季军
祖父：NL	11-1735723“鹰眼号”
戈贝尔
6次俱乐部冠军
半平辈“斯坦芬尼”获得：
13 年王中王短距离 /中距离鸽王全国 1位
13 年王中王一岁鸽王全国 1位
作出子代获得：贝昂 380 羽亚军
祖母：DUI	05050-13-856“奥尔加”
贝格曼

母亲：NL 16-1375388“奥林匹克超级米斯”
米斯·多尔尼卡普
2019 年波兹南荷兰全能奥林匹克代表鸽 2位
2018 年 ZHO联盟鸽王 2500 羽 1位
2018 年 FCI 全能鸽王全国 16 位
2017 年 FCI 全能鸽王全国 39 位
波治 10321 羽 28 名
拉苏特年 4783 羽 23 名
作出子代 17-476 获得：
蒙特吕松冠军、奥尔良冠军
波治 922 羽冠军、蓬图瓦斯 922 羽冠军
拉苏特年 398 羽冠军、吉恩 697 羽亚军
贝昂 915 羽季军

外祖父：NL	13-1049686“好朋友”
米斯·多尔尼卡普
17 次入赏俱乐部前十位
明德豪 7727 羽 12 名
波玛罗 1938 羽季军
圣昆汀 2641 羽 25 名
明德豪 3185 羽 24 名
尼尔尼斯 3211 羽 25 名
拉昂 2719 羽 25 名
外祖母：NL	15-1528733“玛塔”
米斯·多尔尼卡普
7次入赏俱乐部前 5位
摩林科 1589 羽 5名
杜菲尔 7366 羽 17 名
莫伦 2387 羽 19 名
基耶夫兰 1532 羽 13 名
威尔森 719 羽 69 名
波治 1314 羽 87 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39 号

B18-6084460 雌
〉迪克·凡戴克

“灰年轻所向无敌”直女

父亲：6240027-11
“灰年轻所向无敌”
2 次省赛冠军
蒙特吕松	1322 羽	冠军
萨布里斯	1100 羽	冠军
查特路			2478 羽 21 名

祖父：6338800-08
祖母：6453989-05

母亲：6240721-11“迪卡普里奥”直女

外祖父：6045015-05“迪卡普里奥”
里欧•贺尔曼
1928 羽		1 名、1580 羽		1 名
1278 羽		1 名、1267 羽		3 名
658 羽		3 名、2622 羽		8 名
1583 羽	12 名、2421 羽	28 名
881 羽	10 名、1698 羽	41 名
1532 羽	46 名、1158 羽	53 名

外祖母：6210005-06
“所向无敌”直女
作出孙代“娜塔莉亚”获得：
国家赛冠军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40 号

NL18-1105699 雌
〉齐斯·波西瓦

父亲获南特伊 8709 羽冠军、
21853 羽分速最快

父亲：NL 13-1243782“土耳其人”
南特伊 8709 羽冠军、21853 羽分速最快

祖父：NL	08-1548922
“最爱号”
艾佩耶 5953 羽季军
圣昆汀 8851 羽 6名

祖母：M;	08-1549094
“花头小皮特”
父亲 NL	03-5301441
“所向无敌”
贝昂 2030 羽冠军
阿布里斯 2091 羽冠军

母亲：NL 13-1243779“肯奇塔”
南特伊 1603 羽亚军
贝昂 5059 羽亚军

外祖父：NL	08-1549024“利昂”
欧元号之孙
母亲NL	96-5665986“查特鲁雌”
查特鲁 8337 羽冠军
杜菲尔 1473 羽冠军

外祖母：NL	08-1549173“诺妮特雌”
新基础种雌
父亲NL	04-2062002“时间到”
NPO幼鸽王全国 1位
母亲NL	03-5301440“柯克雌”
勒芒斯 99104 羽冠军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41 号

B18-3131103 雄
〉吉诺·克里克

“黄金王子”外孙
外祖父“黄金王子”获得：
KBDB 长距离鸽王全国 1 位，
并作出孙代获得：
17 年 KBDB 长距离鸽王全国 1 位
2018 年 KBDB 大中距离鸽王全国 1 位

父亲：BE 13-3031987
“帕查直子 987 号”
父亲“帕查”荣获：
2012 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鸽王
其半姐妹“盖雷小姐”获得：
盖雷省赛 3721 羽冠军
外祖父“安迪”获得：
KBDB长距离鸽王全国 4位

祖父：BE	08-3172821“帕查”
2012 年比利时最佳长距离鸽王
苏雅克国家赛 7760 羽 27 名
图勒国家赛 6817 羽 41 名
蒙托邦国家赛 6822 羽 47 名
卡奥尔国家赛 8651 羽 75 名

祖母 :BE	11-2201694 范艾肯
父亲“安迪”获得：
KBDB长距离鸽王全国 4位
作出子代“盖雷小姐”获得：
盖雷省赛 3721 羽冠军

母亲：BE 17-3061576“黄金王子直女”
父亲荣获：
14 年 KBDB长距离鸽王全国 1位
布瑞福国家赛 3849 羽季军
图勒国家赛 5731 羽 4名
利蒙治国家赛 6907 羽 14 名
2014 年长距离最佳比利时赛将

外祖父：BE	13-3031767“黄金王子”
14 年 KBDB长距离鸽王全国 1位
布瑞福国家赛 3849 羽季军
图勒国家赛 5731 羽 4名
利蒙治国家赛 6907 羽 14 名
2014 年长距离最佳比利时赛将
吉诺·克里克原环
以 360,000 欧元售出

外祖母：BE	13-3031514
“超级王子”直女
父亲荣获：
子代获得：
波治国家赛幼鸽组 28078 羽 192 名
父亲荣获：
KBDB大中距离鸽王全国 2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42 号

B18-6206297 雌
〉克雷伯特 - 德纳布特

其平辈获得：2018 年 KBDB 鸽王全国 4 位
其平辈“阿切尔”367/18 获得：
查特鲁国家赛 12855 羽冠军 519 公里、
14654 羽分速最快
查特路国家赛 17218 羽 31 名
亚精顿国家赛 16496 羽 72 名 547 公里
其平辈“阿莉西娅”366/18 获得：
亚精顿国家赛 16496 羽 18 名
查特路国家赛 12855 羽 19 名
莫伦 1529 羽冠军 305 公里父亲：BE 14-6307043

“战士”
丹尼·凡戴克
作出子代“阿切尔”367/18 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 12855 羽冠军 519 公里、
14654 羽分速最快
查特路国家赛 17218 羽 31 名
亚精顿国家赛 16496 羽 72 名 547 公里
作出子代“阿莉西娅”366/18 获得：
亚精顿国家赛 16496 羽 18 名
查特路国家赛 12855 羽 19 名
莫伦 1529 羽冠军 305 公里

祖父：BE	09-6323111“11 号”
佳能同窝兄弟
丹尼·凡戴克
2009 年中距离鸽王全国 5位
1962 羽冠军、1747 羽季军、
1478 羽 7名
其同窝兄弟“佳能号”获得：
2009 年欧洲杯比利时鸽王 1位
作出孙代“菲奥娜”获得：
KBDB鸽王全国 5位

祖母 :BE	11-6238573
“米妮瓦”全姐妹
里克·贺尔曼
2010 年裘勒汉姆中心幼鸽王 1位
作出子代 140/15 获得：
2015 年东部联盟鸽王 1位
作出孙代 603/14 获得：
最佳幼赛将

母亲：BE 14-6307353“美人”
丹尼·凡戴克

外祖父：BE	09-6323991
丹尼 • 凡戴克
2010 年 ZAV 中距离联盟鸽王 3位
11 场比赛 10 次入赏，9次入赏 10%
581 羽冠军、1495 羽 4名
653 羽 8名、1024 羽 17 名
2030 羽 34 名、2037 羽 43 名
1770 羽 59 名
父亲 BE	08-6338583“新生子”
迪克·凡戴克
作出子代“菲奥娜”获得：
联盟鸽王 1位	 	

外祖母：BE	13-6215786
其半平辈获得：
KBDB鸽王全国 1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44 号

GB18-F28483
〉彼得·佛克斯

平辈获得：
太阳城百万美元公棚赛 3155 羽 69 名
赛扎内 NPO 16026 羽 87 名
波玛罗 8631 羽冠军、俱乐部 444 羽冠军、联盟 2183 羽冠军
波玛罗 4502 羽季军、俱乐部 285 羽亚军、联盟 1072 羽亚军
克雷尔 25960 羽 10 名、俱乐部 395 羽冠军、联盟 1839 羽亚军
克雷尔 3892 羽 23 名、俱乐部 285 羽冠军、联盟 1073 羽冠军
……

父亲：GB07-L2317“格兰”
作出子代获得：
太阳城百万美元公棚赛 3155 羽 69 名
赛扎内NPO	16026 羽 87 名
波玛罗 8631 羽冠军、俱乐部 444 羽冠军、
联盟 2183 羽冠军
波玛罗 4502 羽季军、俱乐部 285 羽亚军、
联盟 1072 羽亚军
克雷尔25960羽 10名、俱乐部395羽冠军、
联盟 1839 羽亚军
克雷尔3892羽 23名、俱乐部285羽冠军、
联盟 1073 羽冠军
圣昆汀 6626 羽 13 名
圣昆汀 6903 羽 35 名
圣昆汀 6350 羽 45 名

祖父：GB01-D50437“加里罗”
“阿基里斯”	X“萨菲尔”
辛迪加鸽舍
作出子代 05-602“无敌国王”获得：
05 年布鲁尼联盟幼鸽王 1位
05 年鸽王 1位
哈切斯 24855 羽冠军、
联合会 5609 羽冠军
克雷尔 5540 羽亚军

祖母 :BE	01-6525608
凡戴克
“所向无敌”直女
作出子代 05-602“无敌国王”获得：
05 年布鲁尼联盟幼鸽王 1位
05 年鸽王 1位
哈切斯 24855 羽冠军、联合会 5609 羽冠军
克雷尔 5540 羽亚军

母亲：GB14-A46975“狡猾女郎”
普莱斯兄弟父子
在她短暂的赛鸽生涯中参加了 3场经典赛事：
MNFC 大区 987 羽冠军、公开赛 8984 羽亚军
MNFC 大区 745 羽冠军、公开赛 5612 羽亚军
MNFC 大区 1125 羽冠军、公开赛 8359 羽季军

外祖父：GB13-V28558“阿波罗 8号”
辛迪加鸽舍		
顶尖种公

外祖母：GB13-A10639“月光”
辛迪加			顶尖种雌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45 号

B18-3130059 雄
〉卢克 & 希尔德·西翁

亚精顿国家赛 11823 羽 10 名直子
亚精顿 II 国家赛 9224 羽 4 名直子

父亲：3103745-16   “阿诺德”
本身获得：
亚精顿国家赛 11823 羽 10 名
查特路国家赛 8640 羽 37 名
蓬图瓦斯省赛 10712 羽 21 名
其全兄弟“阿诺克”054-12 荣获：
保提维尔国家赛 13135 羽 4名
查特路国家赛区 4107 羽 9名
图尔斯省赛 6400 羽 7名
作出子“杰西”792-16 获得：
2018 年最佳比利时赛将
2018 年 KBDB鸽王全国 8位
作出孙代“奥科萨娜”780-16 获得：
2018 年比利时最佳赛将
2018 年 KBDB鸽王全国 5位
祖父：B	11-6244606“大时代”
里克·贺尔曼
半平辈“汀吉”荣获：
2013 年欧洲杯全能鸽王比利时 1位
2014 年 KBDB大中距离老鸽王全国 6位
祖母：NL	11-1742824“大泡泡”
威廉·迪布恩作出
2014 年拉苏特年省赛 4名之母
其平辈获得：贝昂 43623 羽亚军
艾索顿省赛 2891 羽冠军
1320 羽冠军、822 羽冠军
母亲“米妮瓦”获得
WHZB幼鸽王全国 2位 /	NPO鸽王全国 4位

母亲：3034018-14“佳能 018 号”
本身获得：
16 年亚精顿 II 国家赛 9224 羽 4名、国家 A1赛区 735 羽冠军
16 年亚精顿 I 国家 A1 赛区 1249 羽亚军、地区赛 396 羽冠军
16 年冯特内省赛 6323 羽 20 名	
15 年冯特内地区赛 362 羽季军
15 年冯特内地区赛 379 羽 4名
15 年图尔斯地区赛 224 羽 6名
15 年查特顿地区赛 403 羽 7名、省赛 3913 羽 41 名
15 年查特顿省赛 3316 羽 48 名
15 年查特路地区赛 942 羽 17 名
17 年波治国家赛 22687 羽 88 名
外祖父：NL	11-1742812“奥尔良号”直子
里奥赫尔曼血统		威廉·迪布恩
“佳能号 086、059、060、175 号”之父
父亲“奥尔良号”获得：
奥尔良国家赛 10909 羽亚军
并且是贺尔曼 -裘斯特“杨”直子
外祖母：6244614-11“佳能号直孙女”
里克·贺尔曼
“佳能号 086、059、060、175 号”之母
其平辈 158-11 获得：
查特路国家赛 15902 羽 18 名
祖父“佳能号”获得：
09 年 KBDB鸽王全国 4位
外祖父“灰鸽王”获得：
07 年 KBDB鸽王全国 2位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46 号

B18-5014813 雄
〉博斯曼 - 雷肯斯

其平辈“宝贝”获得：
CFW 鸽王半全国 1 位
KBDB 省鸽王 2 位
PIPA 排行榜 7 场比赛鸽王全国 5 位

父亲：B 11-5170310
其父亲“全国无敌号”获得：
2010 年比利时最佳幼雄鸽
作出子代 095/14 获得：KBDB鸽王省 1位
作出子代“宝贝”获得：
2018 年 KBDB鸽王省 2位、全国 10 位
CFW一岁鸽王半全国 1位
PIPA 排行榜 7场比赛鸽王全国 5位

祖父：B	10-5156002“全国无敌号”
2010 年 KBDB最佳鸽舍全国 1位功臣
2010 年 KBDB鸽王省 1位
2010 年比利时最佳幼雄鸽
作出子代获得：
2012 年祁阳牧业公棚赛梅赛德斯汽车大奖

祖母：B	09-5062266“维斯蒂同窝姐妹”
出自超级配对
“超级 51 号”及“神奇小波斯”全姐妹
同窝获得：09 年波治国家赛 37357 羽 76 位

母亲：B 11-5011649
“与上帝同在”孙女
作出子代“鸽王 095 号”获得：
2016 年 KBDB鸽王省 3位
作出子代“宝贝”获得：
2018 年 KBDB鸽王省 2位、全国 10 位
CFW一岁鸽王半全国 1位
PIPA 排行榜 7场比赛鸽王全国 5位

外祖父：B	05-5148226
“与上帝同在”直子
恩格斯父子作出
“231 号”直孙
母亲获得：03 年 2次省赛冠军
2000 年波尔多省赛 1498 羽 13 名
2002 年布瑞福省赛 4108 羽 4名

外祖母：05-6045839“花食人族”
杜尔丹 1560 羽冠军
基耶夫兰 382 羽 7名
凡戴克“所向无敌”血系



金鸽奖颁奖典礼拍卖会

47 号

B17-6259532 雌
〉杨 & 里克·贺尔曼

“耐克直女”
其平辈 17-219 获得：
艾库恩 1023 羽冠军
查特路国家赛 4641 羽 119 名
其平辈 17-218 获得：
波治国家赛 38456 羽 309 名

父亲：B 09-6323130“佳能号”全兄弟
丹尼·凡戴克
作出子代代表 12/004“汀吉”获得：
2013 年欧洲杯全能鸽王 1位
2014 年 KBDB中长距离全国 6位
6次冠军
其平辈 112-09“佳能号”荣获：
多特蒙德欧洲杯中距离鸽王比利时 1位
2009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4位
杜尔丹 1245 羽冠军（领先 9分钟）
杜尔丹 1938 羽冠军
马尔内 3040 羽冠军
杜尔丹 1962 羽 6名
111-09“佳能同窝兄弟”：
2009 年 KBB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5位
祖父：B	08-6298348
“佳能号”之父
布兰登 -贺尔曼
父亲 BE	06-6212441“普派”
作出子代“斯大林”：
3场国家赛比利时最佳幼鸽 4位
祖母 :B	08-6297117
“小黑塔姆”
安特卫普联盟幼鸽王 1位
KBDB中距离幼鸽世界锦标赛全国 2位
中距离 10 次入赏 10%
其平辈 09-136 荣获：
2009 年 KBDB中距离幼鸽王全国 7位
杜尔丹 1478 羽亚军
马尔内 3040 羽季军
杜尔丹 1938 羽 4名

母亲：B 16-6128508“耐克”
波治国家赛 28078 羽冠军
其平辈 16-507 荣获：
波治国家赛 28078 羽 66 名
亚精顿国家赛 19592 羽 183 名
查特路国家赛 14762 羽 910 名
拉苏特年国家赛 16613 羽 1015 名
拿永 3309 羽 17 名
苏佩斯 2721 羽 79 名
拿永 2008 羽 101 名
苏佩斯 2636 羽 119 名
苏佩斯 2248 羽 126 名

外祖父：NL	14-1462354
“凯亚拉半兄弟”
杰拉德·考夫曼
“凯亚拉”荣获：
2015 年布达佩斯中距离奥林匹克
代表鸽 2位	

外祖母：B	10-6284987
“雅典娜”
2010 年比利时最佳幼鸽 3位
杜尔登 2974 羽冠军、
5205 羽分速最快
拉苏特年国家赛
17017 羽 12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