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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欧.贺尔曼：清舍拍卖会

“ 一位不断追求精细直到  绚丽夺目的鸽界艺术家 
“ 汉斯.爱亚卡普

 (Hans Eijerkamp)

“ 全国鸽王和奥林匹克鸽  头衔，里欧是我的指路灯 
“ 沃尔夫冈.辉帕

 (Wolfgang Roeper)

“ 他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也是一生挚友 
“ 玛琳娜.范德维德

 (Marina Van De V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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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欧.贺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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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鸽坛最受热捧的赛鸽血系当属里欧.贺尔曼鸽（Leo 
Heremans）。这些年，里欧.贺尔曼鸽主宰了世界各地的
赛事。里欧带着双追寻完美的慧眼，像钻石切割大师那
样精雕细琢，一手打造了享誉世界的新赛鸽血系。在最
初的基础上，他年复一年地精益求精，最终铸就了世界
鸽坛短距离赛及中距离赛中最棒的赛鸽血系。他的故事
让人感叹良多，其中有艰难为生、有奉献精神、有天资
显现、有悲喜交加，而更多时候是充满了巨大的成功喜
悦。
 

二战过后不久的1947年，里欧.贺尔曼出生在比利时小镇福塞
拉尔（Vorselaar）的一个农场里。他是家中六个孩子中最为
年幼的，上面有四个兄长和一个姐姐。 里欧幼年时代在外人
无疑看来是非常悲惨的。他的父亲在里欧仅6个月的时候撇下

妻儿，撒手西去，留下一屁股债务。里欧的母亲和他的兄长
只能艰难为生。家中仅有两头奶牛还比较值钱，但为了支付
医院的账单，他们不得不卖掉奶牛。对这个家庭来说，这一
段时期是挣扎着求生存的凄惨过往。但里欧作为家中最为年
幼的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爱护。在他人生的最初，由于家人
的关爱，他从未觉得生活是贫乏而可悲的。

里欧.贺尔曼一家通过
长年的辛劳一点一点地
改善着生活条件。在里
欧10岁时，贺尔曼家的
农场已经能够有着稳定
的收入了。虽然他们的
收入不是很多，但慢慢
地他们在脱贫。里欧长
兄路易斯（Louis）已
17岁了。俗话说：长兄
为父。里欧年幼时，正
是路易斯一手把他拉扯大。那个时期，在比利时这个赛鸽运
动的发源地，运动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里欧非常
富有运动天赋，他加入了“激情福塞拉尔”（Ons Genoegen 
Vorselaar）足球俱乐部 。在16岁时，里欧入选足球队，在队
中担当守门员，他也是队中最年轻的队员。可是每次赛后，
全体队员坐在酒吧里纵情狂饮、庆祝胜利时，里欧却总是

2010年KBDB 短距离全国最佳幼鸽鸽舍冠军
2012年KBDB 短距离全国最佳幼鸽鸽舍冠军
2011年波南兹（Poznan）奥林匹克代表鸽
2013年尼特拉（Nitra）奥林匹克代表鸽
2012欧洲杯（Europa Cup）国际鸽王亚军
2011年KBDB 短距离全国幼鸽鸽王4位
2011年KBDB 短距离全国最佳幼鸽鸽舍7位

里欧.贺尔曼,
慧眼追寻完美

里欧.贺尔曼幼
年成长的阶段，
贺尔曼家正处于
挣扎着求生存的

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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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欧的女儿塔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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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留在大巴上，因为他没有钱来支付饮料的费用。出于自
尊，里欧自己停止了足球生涯。

在里欧还相当年幼时，他就必须为生活做打算了。里欧12岁
时，长兄路易斯是一名电工，他做活时会带上里欧作为帮
手。里欧其实不喜欢这份零工，但他知道这能够帮家里。他
从来不曾对兄长抱怨过什么。路易斯见里欧学什么都上手很
快，于是建议里欧去做钻石切割师。安特卫普省以钻石加工
业闻名于世，路易斯说，那里是个能赚钱、过好生活的地
方。这一建议对里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里欧的生活轨
道出现了拐点。

慧眼追寻完美

在14岁上，里欧永久地告别了学生时代。 他人生的下一站是
做勒内.德诺德（René De Cnodder）的学徒。德诺德是福
塞拉尔最好的、最为知名的钻石切割匠。勒内一边打量着里
欧，一边盘算他是否真的有意来学习。“小伙子，周一再来
吧，” 勒内说，“我能教会你谋生的手艺。”里欧学习能
力超强、进步极快。很快，勒内就提升他为工头。他好像天
生有双追寻完美的慧眼，总能够将粗糙的原材，以独特的眼
光和娴熟的技艺，打造出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不过几年的时
间，里欧就成为德诺德钻石公司最为看重的雇员。在16岁这
个年龄，里欧已经独立带徒，指导学徒了。而通常和他同等
资历的切割匠，往往年龄大他两倍左右。里欧天生的领袖气
质不仅使得他胜任这份工作，而且使得他成为教导钻石切割
新学徒人选中的NO.1。

里欧专注于工作，他从来不像别的年轻人那样去泡吧或者去
跳舞什么的。他有着自己固有的朋友圈，这是他生活的重要
部分。即便在今天，他仍然保持着和老朋友们每周一起骑自
行车的传统。忠诚是里欧为人的重要品质。他忠诚于家庭、
忠诚于朋友、忠诚于妻子克莉丝（Chris）。在19岁时，他遇

见克莉丝。里欧并不是花言巧语
的好色之徒，他对克莉丝一见钟
情。他们在1969年完婚后，最初
住在德诺德钻石公司的办公处。
这时候，里欧已经是德诺德钻石
公司的主管，并且实际运营着这
家公司。

生活正向着里欧所期待的方向运
转。贺尔曼一家总是互相帮衬。
里欧的兄长们在1971年帮他建造
了自己的新家。而在1973年和
1975年，里欧的两个女儿“塔玛
拉”（Tamara）和“娜塔莎”
（Natascha）相继出生。里欧感
觉很幸福：他有着可爱的妻子，一双美丽的女儿，有自己的
家和令人满意的工作。已经不需要再多求什么了。但生活就
是这样充满了蝴蝶效应，不久之后，他的生活轨道再次出现
了拐点。而这是由他富有爱心的女儿们照顾一羽受伤的赛鸽
所引发的。

与赛鸽结缘是上天注定的

这件事情发生在1977年下半年。原本这是一个贺尔曼家最普
通温馨的场景：父亲里欧、母亲克莉丝和两个女儿塔玛拉和
娜塔莎其乐融融地一起享用晚餐。而突然，里欧的两个女儿
们被家中梯子上停留的一羽鸽子吸引了注意力。里欧捉住了
这羽鸽子，发现它的脚受了伤。家中养金丝雀的鸟笼正好空
关着，正好可以成为这羽鸽子的新家。塔玛拉和娜塔莎于是
留下这羽鸽子，精心照料它。作为一名乐在其中的钓友，里
欧曾经拜访过一些鸽友，因为鸽粪是鱼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里欧十几岁时，他也曾养过鸽子和金丝雀。因而他不仅理
解女儿，而且支持她们的行动。当女儿们提出想养多一点鸽

磨练追
寻完美
的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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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时，他也乐于带她们去花鸟市场去买。他把这些鸽子安置
在地下室靠近通风口的地方。

不久之后，鸽友保罗.斯曼 （Paul Huysmans）到里欧家里修
理厨房的窗户（保罗.斯曼后来成为玛丽娜.范德维德（Marina 
Van De Velde）的丈夫，他们的赛鸽事业也非常成功）。保
罗听到一些鸽子的咕咕声，就好奇地问：“里欧，我好像听
到鸽子的声音。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也养鸽子。你把他
们放在哪儿了？”当里欧告诉他实情时，两位鸽友相视而
笑。保罗那时正好要搬家，他的赛鸽正需要人接手。他给了

里欧自己最好的2羽赛鸽。里欧
的母鸡舍经过改造，一半被划
分出来作为鸽舍。现在鸽舍总
共有8羽鸽子了。里欧的邻居
路易.克拉斯（Louis Claes）是
福塞拉尔的冠军赛手，以善于
相鸽名闻遐迩。于是里欧请他
来相看自己的鸽子。当路易走
进鸽舍，看到在地上，一羽鸽
子的粪便稀薄如水。路易毫不
客气地直言：“我还是以后再
来吧。你最好是建个体面的鸽
舍，把这些鸽子扔掉。如果你
真那样做的话，我才可以帮你
走上正轨。”

里欧受到这位鸽友的影响，在自家花园中建了新鸽舍。鸽舍
有上下两个部分，赛飞鸽住在上层，而种鸽则安置在下层。
他仅仅保留了保罗.斯曼的那两羽赛鸽。路易.克拉斯陪同里欧
去著名的利尔（Lier）鸽市寻找理想的鸽子。里欧由此建立了
自己的赛鸽队伍。而他由此与赛鸽运动结缘，于1978年正式
成为一名鸽友。那时，他通常仅有一羽幼鸽集鸽上笼，这羽

幼鸽出自保罗.斯曼的种雌。这羽幼鸽获得了14次入赏，战绩
真是惊人。而入赏的感觉真好，里欧觉得自己犹如打了胜仗
的罗马皇帝那样志得意满。他从路易.克拉斯那里购得一对配
对。路易的鸽子多是黑羽的，里欧由这一配对作出的首对幼
鸽都是黑羽的。里欧为之取名为“黑马”（dark horses）。而
许多次，里欧的赛鸽会先于路易的打鸽钟。他们之间形成了
良性竞争关系。路易手把手地教导里欧赛鸽的门道。而里欧
再一次显示了超强的学习能力，他上手很快，就像当初他在
德诺德钻石公司学手艺那样。在1979年，入门仅一年，里欧
就击败了将近250位鸽友，拿下了拿永一岁鸽冠军。这给众多
鸽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贺尔曼—摩尔(Heremans-Mols)

尽管在那个时候，里欧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赛绩，乐趣仍然是
他痴迷赛鸽运动不变的初衷。在日常生活中，里欧工作时间
长而且辛苦。因而他的妻子克莉丝分担了一部分照顾赛鸽的
职责。她的努力和里欧的成功密不可分。里欧在钻石切割行
业的事业一路走高，他越来越难以有时间步入鸽舍，而照顾
鸽子们的重任更多地压在克莉丝的肩膀上。里欧并不想这
样，于是他决定请马歇尔.摩尔（Marcel Mols）来日常管理
鸽舍。马歇尔并不是寂寂无名的小角色，他此前曾是金丝雀
世界冠军级的饲养家。在福塞拉尔的许多公开场合中，他和
里欧酣饮时，曾大言不惭地说: “要是我拥有你这样的鸽子
的话，我会主宰安特卫普。”里欧当时是付之一笑，并不当
真。而摩尔却渴望着将这一梦想成真。他对里欧说“我看好
你，我想买你的鸽子，让我们一起跻身顶尖行列。”于是，
在1985年末，贺尔曼—摩尔战队出世，这一组合宣告了里欧
和摩尔在赛鸽领域形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

里欧在这个阶段频繁地现身公开的赛鸽拍卖会，他总是在地
区最好的鸽友拍卖会上买入鸽舍的明星鸽或明星鸽作出的直
子代。“我的看法很简单，龙生龙、凤生凤，最好的鸽子才

“建个体面
的鸽舍，把
这些鸽子扔
掉。那样，
我才可以帮
你走上正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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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出好鸽子。”里欧如是
说。但里欧的投资也是需要相
当的时间才能得到回报。马
歇尔很快意识到，养鸽子和
养金丝雀相当不同。他花了相
当一段时间摸索能让赛鸽赢的
门道。几年之间，摩尔日益进
步，成为出色的鸽友。在1988
年，施塔夫.范登班普（Staf 
Van Den Bempt）举行了整

舍拍卖会，范登班普在福塞拉尔地区叱咤鸽坛25年，他也是
比利时赛鸽历史上最好的短距离和中距离赛手之一。里欧买
下了范登班普几乎所有的最好的鸽子，而这一笔是他做过的
最好的投资。这一顶尖家系鸽的加入，使得他作出了“好白
条”（Goede Witpen）。“好白条”获得过18个冠军头衔，
是里欧.贺尔曼鸽舍的打底基础种雄。

“我看好你，
让我们一起
跻身顶尖行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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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3年起，里欧把越来越多
的时间和精力扑在鸽舍中。他
的鸽舍实力在这时也大大增强
了，而这意味着贺尔曼—摩尔
的突破点将要来临。里欧和马
歇尔在共同的领地，组建了各
自鸽队，展开了良性竞争。马
歇尔专注于魁夫兰短距离赛，
成为这一赛事的冠军赛手。而
里欧则偏好拿永赛和中距离
赛。他们的努力为他们带来了
拿永冠军、中距离赛全省最佳

幼鸽鸽舍冠军的荣誉。“这是特别的一年”里欧陷入对往事
的回忆中：“马歇尔的朋友很多，整周的时间内，他们的行
为很疯狂，‘来看看特别的鸽子秀吧，或者来参观贺尔曼的
领地吧’ 他总是对朋友这样吹嘘。有时候，我们家的围观者
比街对面的足球俱乐部还要多。”

贺尔曼-裘斯特

1994年伊始，里欧得了很严重的肺炎，在医院度过了很长一
段时间，也许是禽流感引起的。医生的建议很简短明确：“
从现在起，再也不要呆在鸽舍里了。”里欧很是沮丧。家中
8米长的鸽舍被拆除。马歇尔.摩尔保留了他们的种鸽。这两
位伙伴决定卖掉大部分鸽子。他们仅仅保留了18羽最好的赛
将用以参赛。里欧作为主管、顾问以及训飞和集鸽的帮手，
而摩尔作为鸽舍经理。里欧的妻子也加入帮助行列，在训飞
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最好的赛鸽得以保留，贺尔曼—摩尔
组合当年还是获得了最佳鸽舍综合冠军。获胜鸽队中的标志
人物是“好白条”和“好瓦伦”（Goede Valen，荣获里纳贾
AVE鸽报评选的速度赛全国鸽王冠军）。“好瓦伦”是范登
班普旧家系和法兰斯.德克诺德（Frans De Cnodder）系的杂
交鸽，里欧曾从德克诺德那里买了他最好的两羽赛鸽及其父
母鸽。

在1997年时，马歇尔.摩尔病重，他的赛鸽生涯一去不复返。
里欧.贺尔曼只能靠一些鸽友的帮助独自打理鸽舍。有些狂
热的鸽友甚至自愿义务来清理鸽舍卫生。“他们很忠恳，也
许还有一点，我许诺，帮助我的鸽友，我将回报他们一些鸽
子，”里欧坦诚地说“得到他们的帮助是很好，但事实上那
年的赛绩确实不怎么样呢。”在帮忙的鸽友中有一名名为查
理. 裘斯特的鸽友，他后来成为里欧的鸽舍经理。他们联手开
创了非常成功的贺尔曼-裘斯特时代。

贺尔曼-裘斯特鸽舍的整体实力现在已是超强。他们拥有诸

“好白条” 的神奇轶事
就在里欧购入范登班普鸽后不久，他把范登班普最棒的赛
将“024号”和自家的基础种雌配对。这一配对作出的前
两羽幼鸽，他将之单独安置，作为种鸽保留。有一天，年
轻的鸽友图尔.沃伦斯（Tuur Wellens）骑车来拜访他，里
欧想帮助这位年轻的鸽友走上正轨。于是他说：“把这羽
灰羽雄鸽带走吧。”于是，图尔带走了“024号”作出的
其中一羽幼鸽。而另外一羽幼鸽为贺尔曼—摩尔作出了冠
军鸽。因此，当图尔两年后打电话告知他:“那羽灰羽雄
鸽品质不佳，您是想要回去呢，还是直接由我处理了。”
时，里欧很诧异。里欧再三确认，这羽灰鸽的同窝兄弟是
顶级种公，希望图尔重新考虑。但图尔心意已决，于是里
欧收回了这羽鸽子。他为之取名“图尔”（Tuur）。
而“图尔”作出的首羽幼鸽BE93-6581505取名“好白
条”。 “好白条”在赛飞生涯中获得了18个冠军头衔。
他作出的直孙：“神奇鸽王”（Wonderaske）、“山森”
（Samson）等是里欧.贺尔曼最好的赛鸽之一。

“我们家的
围观者比街
对面的足球
俱乐部还要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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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欧.贺尔曼和卡尔. 裘斯特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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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从哈森栋克斯兄弟鸽作出的“黄金雌”、 “黄金雄”这
样超级赛鸽。而随后，传奇的“好白条”与“黄金雌” 配
对在比利时赛鸽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8年是贺尔
曼-裘斯特组合的第一个赛季的表现并未太夺人眼球。里欧
还是抱着多投资引入极品鸽的信念。这一次，他关注的是毛
利斯. 哈森栋克斯（Maurice Hasendonckx），他是哈森栋克
斯兄弟的伯父。那时，毛利斯是非常杰出的赛手，以使翔8
羽鳏夫鸽远近驰名。里欧想求购的正是这8羽鳏夫鸽。“你
只能购买他们作出的幼鸽。”面对里欧的请求，毛利斯这样
回答，于是里欧买下了一些他们作出的幼鸽。而他买回的一
些毛利斯. 哈森栋克斯原舍幼鸽成为镇舍种鸽。比如其中有
BE98-6110722 “最爱”（Favoriet），他的子代有“娜塔莉
亚”（Natalia），他的孙代有“欧元”（Den Euro）和“瓦
伦斯”（Wellens）；另外其中还有BE98-6110700“雌鸽700

号”（700 Duivin），她的
子代有“40号”（7次夺冠）
、孙代有“欧元”；另外其
中还有BE98-6110712超级种
雌“毛利斯斑”（Geschelpte 
Maurice），她和“吉特”配
对作出了“426/00号”（全国
鸽王冠军&5次夺冠）和“福
蕾娅”（Freya，1次夺冠）以
及“探戈”（Tango）、“郁
金香”（Tulip），这些都是
里欧的价值不菲的种鸽。

“奥林匹克号”

毋庸置疑，贺尔曼-裘斯特鸽舍中最为重要的种鸽是BE01-
6455003“奥林匹克号”。这羽赛鸽并不完全归里欧.贺尔曼所
有。周末照例与老朋友骑车运动后，里欧.贺尔曼总是会在运
动结束后，在贝尔瑟（Beerse）的小酒吧里和朋友一起畅聊。
如果天气不佳的话，他会和朋友一起打打牌、打打桌球。酒
吧老板娘玛伦（Marleen）知道里欧是位顶尖鸽友，于是向他
引见了当地的明星赛手乔斯.狄威瑟（Jos De Visser）和古斯
特.詹森（Gust Jansen）。三位鸽友相聚甚欢，他们会在一起
聊鸽经很久。有些时候，他们甚至相互交换鸽子或者联合作
育。这几位顶尖鸽友惺惺相惜，友谊在慢慢滋生。

2002年，是古斯特.詹森难忘的一年。他鸽舍冉冉升起的明星
鸽“003/01号”的一系列顶级入赏，使之获得了2002年KBDB
全国鸽王亚军的荣耀。里欧在拜访古斯特时也仔细品鉴了这
羽明星鸽。当时，古斯特还未能从胜利的喜悦中回过神来，
他接到了大量的求购这羽爱鸽的请求，可他并不想卖掉这羽
爱将。当古斯特告诉买主愿意出的价格时，里欧建议他不要

坚定想赢的
意志加上绝
佳的定向能
力使得贺尔
曼鸽几乎是
战无不胜的

黄金品质的雌鸽 “黄金雌”  (Goudklompje)
出于对超级赛鸽的渴求，里欧.贺尔曼出席了来自赫罗本栋
克（Grobbendonk）的鸽友哈森栋克斯兄弟（Hasendonckx 
Brothers）拍卖会。他知道这对兄弟的鸽子品质上佳，经过
上手观察后，他拍下了灰羽雌鸽BE96-6165098和雌鸽BE95-
6296954。拍卖结束后，他径直走向原鸽主，此前他从未
见过这对兄弟。他开门见山地问：“我拍下的鸽子品质如
何？”这对兄弟有点发愣，他们递给里欧一张拍品清单，在
这上面，哈森栋克斯兄弟给自家的鸽子都仔细地作了标记。
而里欧买下的“ 098/96”是其中标明品质最佳的。里欧把
这羽雌鸽取名“黄金雌”，她在日后作出了“神奇鸽王”、 
“欧元母亲”（Mother Euro）和“吉特”（Gertje）。而“ 
954/95”本身是杰出的赛雌，在福塞拉尔的里欧鸽舍作出的
三代子孙中有：大名鼎鼎的“黄金雄”（Goudvinkje）、 “ 
148/99号”（5夺冠）、“ 克莉丝”（Chrisje ，全国鸽王
冠军）、“神奇鸽王”（比利时最佳雌鸽）、“444/00号”
（7夺冠）和“ 166号”（9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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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他的建议使得古斯特坚定了保留“003/01号”的决心。
但里欧回家的路上，脑子里萦绕的都是这羽鸽子的身影，直
觉告诉他，这羽鸽子是极品好鸽。当天夜里，他辗转反侧，
为之失眠。机会稍纵即逝，而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不是里欧
的作风。当天半夜，里欧和克莉丝对话一番后，克莉丝鼓励
他；“里欧，你那么钟爱他，为什么不把他买下来呢？”里
欧非常高兴，他的妻子能够理解他并且支持他。于是第二
天，一大早，他就驱车前往古斯特.詹森鸽舍。

当里欧说明来意后，古斯特当时还不能给他答复。这羽雄鸽
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难以
割爱。“要么，我买下这羽
赛鸽一半的所有权。”里欧
退一步请求，而古斯特很惊
讶。里欧继续说“我愿意付
我提议价格的一半，我们都
可以把他作为种公。这羽鸽
子一个月留在福塞拉尔，一
个月留在贝尔瑟。这样可以
吗….我们都同意出售这羽赛
鸽的时候，我们平分售得的
钱款。” 里欧和古斯特最终
达成了共识，交易成功。2个
月后，“003/01号”当选为
2003年列文（Lievin）奥林
匹克比利时代表鸽。从此，
这羽鸽被命名为“奥林匹
克号”。里欧以之作出的第
一羽幼鸽获得了冠军入赏。

此后，里欧就一直以鸽舍中最棒的种雌为“奥林匹克号”配
对。他的后代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赛将和种鸽，形成了独一
无二的“奥林匹克号”王朝。

完美的表现成为一时的过眼云烟

贺尔曼-裘斯特鸽舍渐渐成为短距离和中距离赛事中风头强
劲、一时无二的鸽舍。这个鸽系的坚定想赢的意志加上绝佳
的定向能力，使得贺尔曼鸽几乎是战无不胜的。“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里欧回顾说：“如果一位鸽友认为他的鸽
子最棒，一旦停止改善鸽子品质的行动，那么他的失败也会
指日可待的。”贺尔曼-裘斯特鸽舍有时候也和其他一些顶
尖鸽舍联合育种，比如说和吉特.洛文斯（Gert Lauwerijs）
。吉特是位年轻的小伙子，他从凡戴克（Van Dyck）那里
购得了两羽“所向无敌”（De Kannibaal）全兄弟。而就在
当年，“所向无敌”加冕KBDB中距离鸽王全国冠军（老鸽
组）。这两羽“所向无敌”全兄弟中的一羽和“超级索尼”
（Supersony）配对。“超级索尼”是“超级胡本”（Sony 
Houben）的直孙女。这一联合育种作出的后代有“超级799
号”（Super 799），这是羽神奇种公，子代有：“142/99
号”（5夺冠）、“202/99号”（3夺冠）、“142/99号”（5
夺冠&子代获查特路省赛冠军）、“欧元父亲”等等。
而另外一羽“所向无敌”全兄弟BE96-6452296与哈森栋克
斯兄弟鸽“黄金雌”配对，作出了顶尖种公“吉特”和“灰
羽798号”（Blauwe 798）。在杨.迪尔斯（Jan Diels）拍卖
会上。里欧还购得了雌鸽BE00-644023 “冠军灰”（Blauw 
Kampioentje，超级种雌，尤其是在和“奥林匹克号”、 
“444号”配对时）和BE99-6229502“黑羽迪尔斯”（Donker 
Diels，是“查特路号”（Chateauroux）母亲及“娜塔莉亚”
的祖母）。这些引入的顶级种鸽的黄金基因一起铸就了贺尔
曼-裘斯特鸽舍的成功。

21世纪伊始，里欧.贺尔曼和查理. 裘斯特盛名远传，他们集
鸽的每一羽鸽子好像生而为赢似的。6年中他们的辉煌的战绩
是让人震撼无比的：他们夺得了5个不同的全国鸽王冠军，而
同一6年间，他们还获得了省赛的4个冠军头衔、1个亚军头衔

我想买下这
羽赛鸽一半
的所有权。
这羽鸽子一
个月留在福
塞拉尔，一
个月留在贝
尔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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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个季军头衔。在和朋友查理. 裘斯特、毛利斯. 哈森栋克斯
玩牌的时候，毛利斯对里欧说的一番话发人深省: “你现在真
是烈火烹油啊，里欧。每位鸽友都想来拜访你的鸽舍，检视
你的鸽子。你的鸽子现在是世界上最棒的了。总会有人想要
带走他们。”当时在座的都是老朋友，里欧也是一笑了之，
对这个提醒并没有在意。而2006年10月17日，鸽舍经理查理. 

裘斯特来到里欧的家中，告知
他，鸽舍所有的门大开。里欧
突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
一起检查，结果发现30羽雄鸽
被偷盗了。里欧当时心里很
担忧“他们还会回来偷走雌鸽
的。”

俗话说：只有千年做贼的，没
有千年防贼的。那晚以后，里
欧几乎很难在夜间好好入睡。
盗贼们后来又来过两次。有一
次，被里欧察觉了，里欧疯狂
地追击盗贼，他一路从花园、
后院追到树林里，最后吓跑

了盗贼，他在树林里发现了2个麻袋，里面各装着20羽赛鸽。
里欧觉得心力交瘁、精神崩溃。“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决定卖掉所有的赛鸽。当时，他的鸽舍是比利时最棒的
短距离和中距离鸽舍。里欧和查理. 裘斯特的合作伙伴关系
也在2006年结束。里欧的新助理叫雨果. 福麦尔贝根（Hugo 
Vermeerbergen）。他对自己的两个女婿吉特（Gert）和雨果
说“我将卖掉所有的鸽子，仅仅保留2羽，如果你们想继续
在赛鸽运动中发展，我会给你们我作出的最后一轮幼鸽。”
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吉特获得了一轮幼鸽，而雨果获得
了3轮幼鸽。他自己的2对配对以二选一的方式拍卖。 这四羽
是：最好的老雄鸽“杨”（Jan）、最好的幼雄鸽“新罗西”
（Nieuwe Rossi）以及最好的老雌鸽“娜塔莉亚”、最好的
幼雌鸽“伊内盖丝”（Eenoogske）。里欧选择以二选一的方
式拍卖，是因为他还想保留一对，来慰藉难以割舍的赛鸽情
结。

难以抗拒的心灵慰藉

2007年2月，就在里欧整舍拍卖会之前，里欧把3轮中的第二
轮幼鸽带给雨果. 福麦尔贝根时，他问雨果“这些鸽子安置
在哪里？”时， 雨果当时回答“先放你那儿好了。”但里
欧决心已定，他说“我还是帮你建一个鸽舍。”短时间里，
里欧为这轮幼鸽建了新鸽舍，而关于第3轮幼鸽，里欧告诉
雨果，他还会帮他建新鸽舍安置这些鸽子。但雨果对此并不

2001-2003-2004-2005年KBDB安特卫普省最佳鸽舍综合冠军
2001年比利时最佳幼鸽 & AVE里贾纳全系列全国鸽王冠军（获奖鸽 “神奇鸽王”）
2002年AVE里贾纳中距离赛全国幼鸽鸽王冠军
2003年“西欧杯”国际鸽王冠军（获奖鸽 “欧元”）
2005年AVE里贾纳速度赛全国幼鸽鸽王冠军（获奖鸽 “托瑞”（Tori））
2006年AVE里贾纳速度赛全国一岁鸽鸽王冠军（获奖鸽 “探戈”）

“你的鸽子
现在是世界
上最棒的
了。总会有
人想要带走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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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里欧，”他说“没有赛鸽，你简直不能活。所以，
还是把他们放进你自己的鸽舍好了。”但里欧从没有这样想
过。自从他不再保留鸽子后，他从此可以安枕无忧地好睡眠
了。他坚持在雨果家中建一个新鸽舍。可当第3轮幼鸽准备就
绪时，这个新鸽舍还没有影子。雨果再一次建议里欧把他们
放进自家鸽舍。雨果保证自己会每天照料他们，不给里欧惹
麻烦，里欧这才觉得这个建议是可以接受的。

2007拍卖会过后两周，里欧的妻子克莉丝过世了。她一直是
家中的主心骨，里欧遭受的巨大伤痛可想而知。在这个特殊
的时期，里欧鸽舍中仅存
的爱鸽“新罗西”x“伊内
盖丝”是他的慰藉。里欧
让幼鸽们首次离开鸽笼，
他们小心地探索鸽笼外广
阔的蓝天，这个时候，里
欧发现他还没有做好永久
地离开赛鸽运动的准备。
他想重新开始，而他确实
这么做了。在2007年末，
他参加了外围幼鸽赛。雌
鸽BE07-6379888“小杨
同窝姐妹”（Nest Sister 
Jan Junior）如果计入成绩
的话，将是冠军。在2012
年，这羽雌鸽的子代“奥
林匹克麻鹰”（Olympic Sperwer）获得了奥林匹克代表鸽的
荣耀。

2008赛季，里欧再度回归赛场。他重新聘请雨果. 福麦尔贝根
做鸽舍经理，他的鸽子旋即获得冠军和亚军。为了重建自己
的赛鸽王国，他来到女婿吉特的鸽舍，从2006年给他的那轮

当幼鸽们开笼
后，小心地探
索鸽笼外广阔
的蓝天时，里
欧发现他还没
有做好永久地
离开赛鸽运动

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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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作出的晚生鸽中挑选最好的幼鸽。他还带回了种雌
“唐格尔”（Tongerke）。这羽雌鸽与奥林匹克代表鸽配
对，结果很完满，作出了现在鸽舍的镇舍种雌“萨菲尔”
（Safir，是“双料鸽王”（Dubbel Aske）、 “惊喜号”
（Surprise ）等超级赛将的父亲）。他的顶尖老鸽“杨”在
2007整舍拍卖会中被保罗.休曼斯（Paul Huysmans）拍走，
这时也回到里欧的鸽舍。里欧.贺尔曼强势回归，再次回到原
属于他的顶尖位置。

点金之手

在他持久地寻觅顶级赛鸽的过程中，里欧总是关注着各种拍
卖会，从中寻觅自家鸽舍的强援。在荷兰鸽友沃克父子（G. & 
S. Verkerk）拍卖会上，里欧心里暗暗对其中一羽雌鸽喝彩，
这羽雌鸽出自沃克父子的杰出赛将“速度王”（Sprint）。
“速度王”曾荣获NPO查特路冠军和全国鸽王亚军。他买下
这羽雌鸽，与“奥林匹克号”配对。这一配对作出的首羽幼
鸽是“奥林匹克王子”（Prins Olympiade）。“奥林匹克王
子”的子代“坏脚雄”（Gebroken Poot）获得了魁夫兰2,675
羽冠军；孙代“超级博尔特全兄弟”（super brothers Bolt）
获得2012年KBDB全国鸽王冠军；孙代“路易斯”（Louis）
曾3次获得冠军。一年后，他再次从荷兰拍下极品好鸽。这次
时从吉拉德.考夫曼（Gerard Koopman）拍卖会上拍得的。再
一次，里欧.贺尔曼显露了他的点金之手。他将其中一羽“盖
兰托斯”（Galantos）与“奥林匹克号直孙女”配对。首轮
幼鸽是2羽雄鸽，他以其为种公。其中之一作出了顶尖奥林匹
克代表鸽“新奥林匹克号”（Nieuwe Olympiade）。在2012
年，“盖兰托斯”与“小杨同窝姐妹”（the nest sister of 
Jan Junior）配对，作出了奥林匹克代表鸽“奥林匹克麻鹰”
（Olympic Sperwer）。他那双探寻完美的慧眼使得他声名卓
著。

而最近两年，里欧.贺尔曼的赛鸽生涯极其成功，与此同时，
也是最为艰苦的两年。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2012赛季
结束时，他觉得疲惫不堪。下一个赛季全情投入赛鸽运动，
对他而言已是力不从心了，会进一步加剧健康的恶化。里欧
是个事事追求完美之人，做事一直要求自己100%全力以赴。
因此，他决定卖掉自己所有赛鸽。而这一次，里欧也选择了
最好的平台，他选择PIPA这一最为专业的赛鸽拍卖平台售出
自己的整个赛鸽王国。这一次拍卖会，将有他许多珍藏的、
从不舍得割爱的极品好鸽售出，也必将成为以飨鸽友们多年
厚爱的传奇盛宴！

有失必有得
直到90年代末，里欧几乎卖光了他所有的鸽子。他的鸽子
落到其他鸽友的鸽舍中，为他们带去了福音。拥有贺尔曼
鸽的鸽友以之获得了胜利。 一方面，福塞拉尔的贺尔曼
鸽钻石品质的美名传遍了国际鸽坛，贺尔曼鸽进入越来越
多世界鸽友的引入名单中，里欧 .贺尔曼血系随之成为当
今世界备受热捧的赛鸽血系。而另一方面，其他鸽友也
将得到里欧的青睐视作一种荣誉。祖霍芬（Zonhoven）
的保罗.胡尔斯（Paul Huls）就是这样一位鸽友。当他和
里欧相遇于佐根坎德（Zorgenkind）拍卖会时，保罗.胡
尔斯主动打招呼问：“想看看我的鸽子吗？” “我正好
买了一羽你的鸽子。”里欧正好在此拍卖会上买下了保
罗.胡尔斯提供的捐赠鸽。“到我鸽舍去看看吧。”胡尔
斯继续邀请他。过了一段时间后，大概几个月后，胡尔斯
再一次打电话给里欧“想买我的鸽子吗？”这一次，不容
拒绝地，保罗马上带着2笼24羽鸽驱车来到里欧处。里欧
从胡尔斯鸽中挑选了最好的10对鸽子。里欧2011年梅克伦
(Mechelen)地区中距离赛的鸽王冠军鸽就出自保罗.胡尔斯
原舍雄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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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t
2012年比利时KBDB速度幼鸽鸽王冠军

"博尔特"
2012-6123198
2012年比利时KBDB速度幼鸽鸽王冠军；
魁夫兰2707羽 亚军；
魁夫兰1881羽 季军；
魁夫兰2507羽 第7位；
魁夫兰1701羽 第8位；
魁夫兰2131羽 第12位；
魁夫兰1914羽 第15位；

 6368070-2008*
 奥林匹克鸽直子 - 父亲鸽“坏脚雄”

6269108-2009*
"坏脚雄" - 2675羽冠军

 6368027-2008*
 "最爱配对" 直女 (Daughter Favoriete pair)

 6043921-2007*
 "杨" 全兄弟 (Full brother De Jan)

6050132-2008*  -  "罗西" X "斯宾号" 配对孙女
-2次冠军得主 Gr daughter Rossi x Spinneke

 6369517-2007* -  "罗西" X "斯宾号" 
 配对直女 (Daughter Rossi x Spinneke)

“ 那羽有着斑点的幼鸽非常特
别。”当“博尔特”仅仅孵出6周

后，鸽舍经理雨果（Hugo）就发现
他与众不同，看起来“博尔特”总
是有着自己的一套。在正式参赛之
前，所有幼鸽都会上电子脚环，而
有一羽幼鸽被遗漏了。这羽集鸽上
笼却没有电子环的幼鸽就是“博尔
特”。而周六的赛事中，第一羽凯
旋归来的鸽子正是“博尔特”。由
于没有电子环，他痛失冠军宝座。
但他一鸣惊人的赛场表现仍然让人

过目不忘。

* = 出现在拍卖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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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Brother Bolt
"路易斯" 博尔特兄弟
2011-6094046
魁夫兰2589羽 冠军；
魁夫兰1193羽 冠军；
魁夫兰656羽 冠军；
魁夫兰1943羽 第4位；
魁夫兰2572羽 第14位

“路易斯”是“博尔特”的全兄
弟，超级赛雄，曾荣获3个冠军头
衔。他出自“坏脚雄”(Gebroken 
Poot),“坏脚雄”是魁夫兰2,675羽
中冠军，他是带着脚伤一周后才
归巢的，他获得了指定鸽冠军。
里欧作了许多努力，希望他能够
恢复。里欧甚至想通过在他脚下
放置小板子的方法让他的脚恢复
正常的样子。一开始这个办法倒
是有效的，但渐渐地,“坏脚雄”
的脚又回复到错误位置。虽然是
这样，这并不妨碍“坏脚雄”成

为一羽顶尖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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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ebroken Poot
Mother Bolt

x

"博尔特配对" 后代所取得的成绩:
2012年比利时KBDB速度幼鸽鸽王冠军；
魁夫兰2589羽 冠军；
魁夫兰1193羽 冠军；
魁夫兰656羽 冠军；
魁夫兰2707羽 亚军；

"坏脚雄"
2009-6269108
魁夫兰2675羽 冠军；
魁夫兰2165羽 第14位
"博尔特" 父亲

"博尔特母亲"
2008-6050132
维尔松60羽 冠军；
 肯彭437羽 第4位；
 省赛1774羽 第12位；
 I区省赛4640羽 第30位；
波治115羽 冠军；
 肯彭531羽 第4位；
 省赛2802羽 第11位；

里欧·贺尔曼的比利时鸽王冠军配对

魁夫兰1881羽 季军；
魁夫兰1943羽 第4位；
魁夫兰2507羽 第7位；
魁夫兰1701羽 第8位；
魁夫兰2131羽 第12位；
魁夫兰2572羽 第14位；
魁夫兰1914羽 第15位；

博尔特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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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s Olympiade

Full sister
“Nieuwe Rossi”

Daughter
Favoriete pair

Full brother “Jan”
"博尔特" 2012年比利时KBDB速度幼鸽鸽王冠军的外祖父母

"奥林匹克王子"
2008-6368070
"坏脚雄”的父亲
"奥林匹克巴特祖母" ("Grandmother 
Olympic Bolt") 的父亲 
  荷兰卡斯.梅耶尔拥有

"最爱配对直女"
2008-6368027

"坏脚雄" 的母亲
"博尔特外祖母" 的母亲

"超级雌鸽王08-116" 全姐妹
"新奥林匹克号母亲"

 全姐妹 (Full
sister "Mother

New Olympiade")

"杨" 全兄弟
2007-6043921
作出“波治雌" ("Bourgeske") - 
  2次冠军得主

"新罗西" 全姐妹
2007-6369517

"罗西" X "斯宾号" 配对直女
作育 "博尔特"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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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ic Sperwer
 5821470-1998NL "艾玛文先生" (Mister 
 Ermerveen) - 01年南非奥林匹克代表鸽

2048857-2008NL*  "盖兰托斯" (Galantos) - 
吉拉德.考夫曼原舍作出

 2173518-2002NL"梦想女郎" (Dream Lady) -
 "小迪克" (Kleine Dirk) x "爱神" (Amore)

 6113220-2002
 "杨" (De Jan) - 6次冠军 基础种鸽

6379888-2007*
"小杨" 同窝姐妹 (Nestsister Jan Junior) 

 6192536-2003  "娜塔莉娅" (Nathalia) - 
 2005比利时KBDB全国鸽王大中距离10位

"奥林匹克麻鹰"
2012-6123209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鸽王F组 亚军；
安吉维尔2032羽 冠军；
慕伦2032羽 冠军；
安吉维尔1512羽 冠军；
慕伦1509羽 季军；
安吉维尔1249羽 季军；
安吉维尔555羽 第4位

他在比赛中一路领先，朝着全国鸽王冠
军的桂冠直奔而去。而当他参加第四

场比赛时，他一天以后才归巢，腹部肿
起。里欧如果想要获得全国最佳鸽舍冠
军的话，还需要更多的顶尖成绩，而时
间仅剩一周了。因而在下一个周末，里
欧让他继续集鸽上笼，“奥林匹克麻

鹰”获得了20位，这个成绩很优秀，但
还不够顶尖。于是，同一晚，“奥林匹
克麻鹰”再次征战，在拿永555羽指定鸽
中，他获得了4位。“奥林匹克麻鹰”赛
飞生涯中的最后一场的优秀表现带给他

全国鸽王冠军的荣耀。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代表鸽

* = 出现在拍卖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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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ntos Nestsister
‘Jan Junior’

x

"盖兰托斯" 的孙代还有 :
- "新奥林匹克" ("Nieuwe Olympiade")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鸽王F组 亚军
魁夫兰2460 羽 冠军；
魁夫兰2790 羽 亚军；
魁夫兰2073 羽 季军；
- "11-110号":
安吉维尔2040羽 第4位；
安吉维尔1330 羽 第5位；

里欧·贺尔曼的奥林匹克种鸽配对

"盖兰托斯"
(NL)2008-2048857
艾玛文先生 "直子" (Mr. 
Ermerveen)
  考夫曼原舍作出

"小杨" 同窝姐妹
2007-6379888 

姐妹 "杨直女" 
曾获得4项冠军

奥林匹克配对后代所获得的成绩: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鸽王F组 亚军；
安吉维尔2032羽 冠军；
慕伦2032羽 冠军；
安吉维尔1512羽 冠军；
慕伦1509羽 季军；
安吉维尔1249羽 季军；
安吉维尔555羽 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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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New Olympiade

Top Son Galantos

 NL2008-2048857* 2006-6410611*
 "盖兰托斯" (Galantos) "奥林匹克号孙女"
 吉拉德.考夫曼原舍作出 

 NL1998-5821470 NL2002-2173518 2004-6470912 2003-6032897
 "艾玛文先生" "梦想女郎" "奥林匹克号" "欧加"
 01年南非奥林 "小迪克" 直女 x "深色鸽王祖母" 作出Ave Regina鸽
 匹克代表鸽  x "爱神"  王冠军, 亚军, 亚军

"盖兰托斯顶级直子"
2010-6146357 
子代“110-11号”曾获得：
安吉维尔2040 羽 第4位；
安吉维尔1330 羽 第5位；

"新奥林匹克号父亲"
2009-6269363
作出 "新奥林匹克号"

 NL2008-2048857* 2004-6073334
 "盖兰托斯" (Galantos) "拉索特年雌" 全姐妹
 吉拉德.考夫曼原舍作出 作出 "年轻山森"
  (贺尔曼)

 NL1998-5821470 NL2002-2173518 2000-6140891 1997-6205345
 "艾玛文先生" "梦想女郎" "提姆号"  "美人" 
 01年南非奥林  "小迪克" 直女 波治15581羽  作出杜丹
 匹克代表鸽 x "爱神" 48位 1110羽冠军

* = 出现在拍卖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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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uwe Olympiade Daughter Favoriete Pair
直女 "最爱配对"

2008-6372812
"新奥林匹克" 的母亲鸽

"超级鸽08/116号" ("Superduifje 116/08") 全姐妹
"断腿母亲" ("Mother Gebroken Poot") 全姐妹

"奥林匹克博尔特母亲" ("Mother Olympic Bolt")
全姐妹

"新奥林匹克鸽"
2010-6146101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鸽王F组 亚军；
魁夫兰2460 羽 冠军；
魁夫兰2790 羽 亚军；
魁夫兰2073 羽 季军；

母亲

父亲

里欧.贺尔曼好像有着神奇的点金之手，这羽 “新奥林匹克号”就是他作
出的神奇赛鸽。这羽神奇鸽的父亲是吉拉德.考夫曼 (Gerard Koopman) 原
舍鸽“盖兰托斯” (Galantos)，是里欧从考夫曼拍卖会上拍来的。德国鸽
友维特瑞纳里.贝克 (Veterinarian Becker) 对“盖兰托斯”作出的第一批幼
鸽一见倾心，想把他们买下来。而里欧却拒绝了，他想把他们作为种鸽，
但首先他也会让这些鸽子有机会发挥一下。而“新奥林匹克号”脱颖而

出，里欧再一次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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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ilbertFull Sister Gilbert

Asduif 215

"吉伯特"
2011-6094058
2011年LCB幼鸽鸽王 冠军；
2012年欧洲杯鸽王 季军；
2011年KBDB速度鸽王 第4位；
魁夫兰1943羽 冠军；
魁夫兰1612 羽 冠军；
魁夫兰345 羽 亚军；
魁夫兰306 羽 亚军；
魁夫兰1974羽 第4位；
魁夫兰2589羽 第11位；
魁夫兰2270羽 第13位；

"吉伯特全姐妹"
2012-6123089
安吉维尔1441羽 冠军；
安吉维尔1208羽 第15位；
慕伦1142 第36位；
两周之内所获
 (超过一千公里)

"鸽王215号"
2008-6050215
2012年俱乐部老鸽鸽王 冠军；
4项冠军得主
拿永249羽 亚军；
拿永239 羽 亚军；
拿永318 羽 季军；

全姐妹
半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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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Son Jan

Best Sister Nieuwe Rossi

2004-6073655
"罗西" (De Rossi)

2003-6192822
"斯宾号" (Spinneke)

"杨超级直子"
2007-6043923
获得4次冠军的种鸽
"吉伯特" 的父亲

"新罗西最佳姐妹"
2007-6369518
"博尔特祖母的同窝姐妹"
 (Nestsister "Grandmother Bolt")
"吉尔特" 母亲

2002-6113220
"杨" (De Jan)
获得6次冠军的基础
种鸽

2000-6141429
灰色吉尔特 
 x 黄金雌



28

Nieuwe Rossi Eénoogske

 2004-6073655 2003-6192822
 “罗西” “斯宾号”

 2002-6113798 2002-6218797 2001-6455003 2002-6113205
 “罗西之父” “小灰雌” “奥利匹克号” “超级赛雌”

新梦幻配对
的子代有:"新罗西"

6148179-2006
拿永838羽 冠军；
拿永779羽 冠军；

"伊内盖丝"
2006-6148039

同窝姐妹“波治国家赛冠军祖父”
全姐妹 "黑斑鸽王" (Donker Aske)

 2003-6032896 2003-6192606
 “费雷德斑雌” “黑斑鸽王之母”

 1996-6451228 2002-6045109 2002-6114959 2000-6141418   
 古斯特.詹森  “奥利匹克号姐妹” “神奇鸽王直子” “深色鸽王祖母”

顶级种鸽 "07-871号"
范登巴尔克作出 (Van Den Bulck)

子代曾获得 ：
5项鸽王俱乐部赛冠军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鸽王F组 冠军；
魁夫兰2186 羽 冠军；
魁夫兰2143羽 冠军；
魁夫兰1213羽 冠军；
魁夫兰990羽 冠军；

"08-115号" :
慕伦1069 羽 第4位；
马内 995 羽 第8位；

盖雷省赛2348羽 第23位；
国家赛5692 羽 第32位；
国家赛14784 羽 第57位；

"罗西皇后09-393"
("Queen Rossi 393-09") :
哈瑟尔特2112羽 冠军；

温罗6904羽 季军；
波玛罗4116羽 第6位；
奇梅 5204 羽 第8位；

史栋贝克 9285 羽 第8位；
哈瑟尔特8752羽 第9位；

"09-150号" :
魁夫兰2020羽 冠军；
魁夫兰108 羽 冠军；
魁夫兰329羽 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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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sister Nieuwe Rossi Full sister Nieuwe Rossi

收藏家珍品：2羽 "新罗西" 的全姐妹

这两羽鸽子在2007里欧整舍拍卖会上已
二选一（BIS）的方式被拍走。他们都是
2006赛季表现最佳的幼鸽，后来为爱亚
卡普(Eijerkamp)带来许多成功。“伊内盖
丝”在2006年时最初和“杨”(Jan)配对

的，但一晚之后，她被“杨”啄掉了一个
眼睛。在2007拍卖会时，他们被配成一
对，而事实证明这一配对非常成功。他们
的三代子孙获得的冠军头衔和奥林匹克代
表鸽的荣誉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呢。

“新罗西” (Nieuwe Rossi) x “伊内盖丝“ (Eenoogske)
"罗西号" x "斯宾号" (Rossi x Spinneke)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鸽王B组 冠军；
2012年M.D.欧洲杯鸽王 冠军；
南图2103羽 冠军；
史栋贝克5667羽 亚军；
曼特3177羽 亚军；
波治国家赛23671羽 季军；
翔特利国家赛8175羽 季军；
道夫8792羽 第4位；     等等…

"新罗西" 全姐妹
2007-6369510

"新罗西" 全姐妹
2007-636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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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Brother
Eénoogske

Olympic 003

"奥林匹克003号" 育出了：
2011年LCB幼鸽鸽王 季军；
2011年KBDB幼鸽鸽王 第12位；
安吉维尔1180羽 冠军；
多尔丹608羽 冠军；
盖雷地区赛冠军，省赛1391羽 第12位；
"400雌" (De 400- duivin) 育出：
尼威尔 7422羽 冠军；
史栋贝克1811羽 冠军；
亚拉斯973羽 冠军；
贝罗尼1170羽 冠军；
哈瑟尔特1550羽 冠军；

"伊内盖丝" 育出了：
2 羽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鸽王
魁夫兰2186羽 冠军；
魁夫兰2143羽 冠军：
哈瑟尔特2112羽 冠军；
魁夫兰2020羽 冠军；
魁夫兰1213羽 冠军；
温罗6904羽 季军；
波玛罗4116羽 第6位；
奇梅 5204羽 第8位；
史栋贝克9285羽 第8位；
哈瑟尔特 8752羽 第9位；

"蒂诺" (Dino) - 
 Ave Regina鸽报速度鸽王季军 育出了：
2010年WZHB拉图鸽王国家赛 冠军；
波治国家赛12608羽 冠军；
波治国家赛8439羽 冠军；
温罗6889羽 冠军；
波治国家赛24672羽 季军；
"黑斑鸽王" (Donker Aske) - 
 Ave Regina鸽报全国1/2距离鸽王 季军；
多尔丹257羽 冠军；
慕伦116羽 冠军；
多尔丹1476羽 亚军；
多尔丹1317羽 亚军；
慕伦1056羽 季军；

超级种鸽 "伊内盖丝" - 全兄弟

"伊内盖丝超级兄弟"
2006-6410696

"奥林匹克003号"
6148003-2006
5羽顶级赛鸽,
 种鸽的父亲鸽

全兄弟

"浅斑弗雷德里克" (De Lichte Frederic) x "606-03号”所育出的超级种鸽们 :"伊内盖丝超级兄弟" 后代成绩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鸽王幼鸽组
冠军 由荷兰卡斯.梅耶尔获得Kas 
Meijers (NL)
尼威尔1655羽 冠军；
魁夫兰221羽 冠军；
魁夫兰 60羽 冠军；
马赛克 7656 羽 亚军；
魁夫兰400 羽 亚军；
魁夫兰 260 羽 亚军；
尼威尔 6899 羽 第4位；
奇梅 4271 羽 第4位；
魁夫兰1360 羽 第4位；
魁夫兰 223 羽 第4位；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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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o

Nestsister Ingo

Grandson
Olympic 003

直孙

直子

直女

"尹古"
2011-6094067
2011年LCB幼鸽鸽王 季军；
2011年KBDB幼鸽鸽王 第12位；
魁夫兰488羽 亚军；
魁夫兰1612羽 季军；
魁夫兰428羽 第5位；
魁夫兰2695羽 第10位；
魁夫兰1943羽 第10位；
魁夫兰1749羽 第10位；
魁夫兰2572羽 第25位；

"尹古同窝姐妹"
2011-6094068
安吉维尔1180羽 冠军；
拿永116羽 冠军；
安吉维尔950羽 亚军；
慕伦1625羽 第5位；

"奥林匹克003直孙"
2010-6146087
2项冠军以及
第6位 - 第7位 - 第8位 - 第8位 
- 第13位 - 第13位 - 第13位 
- 第13位…
参加赛鸽约350羽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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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k Favoriete Pair Hen Favoriete Pair

x

"最爱配对" 的母鸽
6043939-2007

杨 (De Jan) 的直女
"奥林匹克" (Olympiade) x "冠军雌" 

(Bl. Kampioentje) 直孙女

里欧.贺尔曼钟爱的 "最爱配对"

"最爱配对" 的公鸽
2006-6410698
"娜塔莉" (Nathalia) 半兄弟
 2005年KBDB全国鸽王 第10位；
作育出
 全国鸽王王中王季军；

“最爱配对” (Favoriete-koppel) 之所以得名，是
因为里欧对亲手作出的这一配对抱有很大的期待。
里欧自己一般仅保留每一配对的一轮幼鸽。而这一
配对，他破例将鸽蛋直接放给另一配对去孵出。所

以他有这一配对的4羽子代。这4羽都是雄鸽，顶尖
赛雄。里欧总是说自己根据第一印象作出的判断是
最佳选择。他称这一配对为“最爱配对”，而他的

敏锐直觉又一次得到了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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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uwe Olympiade

Top son
Favoriete pair

Top son
Favoriete pair

"最爱配对" 最佳直
系后代：

"145-09号"
2010年俱乐部鸽王 冠军；
魁夫兰531羽 季军；
魁夫兰840羽 第4位；
魁夫兰2143羽 第9位；
魁夫兰2020羽 第20位；
9个前十强的名次 参加的羽数超
过650羽

08-812 作出 "新奥林匹克号"
 ("Nieuwe Olympiade")

08-027
 "博尔特" 的祖母

"09-214号"
2009年俱乐部鸽王 冠军；
2010年俱乐部鸽王 冠军；
2011年俱乐部鸽王 冠军；
魁夫兰2010羽 第4位；
拿永1250羽 第8位；
魁夫兰2675羽 第10位；

08-116 "超级鸽王"
 ("Het superduifje")
省赛最佳赛鸽 冠军
包括波治-奥尔良-亚精顿；
奥尔良1208羽 冠军；
查特路106 羽 亚军
 (省赛9860羽 第4位)；
波治115羽 第4位；
亚精顿117羽 第5位
 (国家赛25583羽 第262位)；

"215-09号"
魁夫兰2020羽 第4位；
魁夫兰3714羽 第10位；

"最爱配对" 的最佳孙代

"新奥林匹克"
2010-6146101
2011年波兹南
奥林匹克鸽王
F组 亚军；
魁夫兰2460羽 冠军；
魁夫兰2790羽 亚军；
魁夫兰2073羽 季军

"最爱配对" 顶级直子
6296214-2009
2009年-2010年
 -2011年俱乐部鸽王 冠军
魁夫兰2020羽 第4位；
拿永1250羽 第8位；
魁夫兰2675羽 第10位

"最爱配对" 顶级直子
2009-6269145
魁夫兰2143 羽 第9位；
魁夫兰2020 羽 第20位；
9个前十强名次 
 650羽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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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Daughter Euro

Full sister
Beautiful & Euro

"欧元" 直女
2007-6396523

欧元之最

"漂亮号"
全兄弟“欧元" (Euro")
2006-6148128                                                                    
作出孙代“仙娜" (Xena)
2010年WHZB拉图全国鸽王 冠军；
2010年鸽王联合赛 冠军；
温罗6889 羽 冠军；
哈瑟尔特1550羽 冠军；
波玛罗 4116羽 亚军；
伊普内1287羽 季军；
南图 3477羽 第4位；
哈瑟尔特8783羽 第5位；
波玛罗 1635羽 第6位；
拿永1299羽 第9位；
哈瑟尔特1941羽 第11位；
史栋贝克9285羽 第20位；

全姐妹

"漂亮" 和 
"欧元" 的全姐妹
2006-6410675

f
里欧和现任鸽
舍经理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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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broken Vleugel Blake
"布莱克"
2012-6123020
"杨" 的超级孙代
魁夫兰1881羽 冠军；
魁夫兰2148 羽 亚军；
魁夫兰1914 羽 第10位；
魁夫兰2507 羽 第16位；
魁夫兰2838 羽 第18位；
魁夫兰2131 羽 第58位；

 2002-6379900 2003-6192536
 "杨" 6项冠军, 基础雄 "娜塔莉" 
  KBDB全国鸽王第10位

 2000-6141444 2000-6440232 1998-6110722 2001-6096237
 A.R.全国鸽王亚军 "冠军灰" "最爱" 3次冠军

 2007-6379900 2011-6091887
 "折翼号" "布莱克之母”

 2002-6379900 2003-6192536 2010-6146101 2007-6376898    
 "杨" 6次冠军 "娜塔莉" "新奥林匹克号" "布莱克" 的祖母
  全国鸽王第10位

"折翼号"
2007-6379900
13次获得比赛前12强, 每次比赛的羽数均超过250羽；
"布莱克" (Blake) 的父亲
"11-005号" 的父亲：
 魁夫兰2572羽 第4位；
 魁夫兰1974羽 第5位；
 魁夫兰3033羽 第14位；

父亲

"杨" 的王朝

* = 出现在拍卖会中



37

Sterke Jan Dubbel Asduif 154
"双料鸽王154"
2011-6094154
2011年俱乐部拿永鸽王 冠军；
2012年俱乐部拿永鸽王 冠军；
拿永472羽 冠军；
拿永2108羽 第33位；
拿永1424羽 第23位；
拿永1006羽 第34位；

 2002-6379900 2008-6385529
 "杨" 6项冠军，基础种鸽 "奥林匹克" x 
  "奥林匹克直女”

 2000-6141444 2000-6440232 2001-6455003 2007-6399401      
  A.R. "冠军灰" "奥林匹克" "金姆"
 全国鸽王亚军   "奥林匹克直女"

 2010-6146327 2010-6345142
 "壮丁杨" "奥林匹克麻鹰" 的半姐妹

 2002-6379900 2008-6385529 2008-2048857 2007-1817551
 "杨" 6项冠军 "奥林匹克"  x "加兰托斯" "速度王直女"
  "金姆"  沃克父子

"壮丁杨"
10-6146327
超级种鸽 "杨" 的 直子

父亲

* = 出现在拍卖会中

"杨" 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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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Roeper Kim

x

"金姆"
2007-6399401
"奥林匹克" 的直女

"罗西号x斯宾号" 配对的孙女
半姐妹曾获波治国家赛14571羽亚军
半姐妹曾获 穆兰I省赛 3044 羽冠军

作育出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全能鸽王冠军

"杨·路伯"
2007-6369515
全兄弟 "小杨" (Jan Junior) 曾获得4项冠军
"杨" x "娜塔莉" 的直子

"路伯配对"
在许多年里，德国鸽友沃尔夫冈.辉帕 (Wolfgang 
Roeper) 总是连年求购里欧的第二轮幼鸽以之作翔。在2010年，他
获得了这一配对作出的“顶尖鸽王241/10号”(top ace 241/10), 这
羽赛鸽在2012年获得全国鸽王亚军。而在2012年，这一配对的子代

        为里欧.贺尔曼夺得魁夫兰鸽王冠军。在2011
年，贺伯特 (Herbots) 购得了这一配对的雄鸽作出的“最棒波
治号”(Bourges Best), 这羽鸽子荣获了波治全国亚军和摩林斯
(Moulins) 省际赛冠军。还能有比这更好的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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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son
Roeper pair Super Grandson

Roeper pair

"路伯配对"
的备注

融合两代超级基因
比利时和德国的顶级赛鸽

"10-241号" - 德国超级赛鸽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全能鸽王 冠
军；
2012年德国全国鸽王 亚军；
13/13奖项 - 987.5鸽王积分
429公里3756羽 冠军；
233公里3517羽 冠军；
233公里1050 羽 冠军；
313公里2219 羽 亚军；
429公里5183 羽 季军；
313公里1237 羽 季军；
429公里3159 羽 第8位；
544公里4168 羽 第9位；
313公里4928 羽 第12位；
154公里3587 羽 第39位；

"10-156号" - 比利时超级赛鸽
2012年俱乐部魁夫兰老鸽鸽王 冠军；
更多详情参考右边

"11-422号" - "最棒波治号" (同父)
波治1265羽 冠军；
 国家赛14598羽 亚军；
穆兰I省赛3044羽 冠军；
盖雷494羽 冠军；
 I省赛1793羽 第11位；
杜尔斯212羽 冠军；
奥尔良181羽 亚军；
杜尔斯344 羽 亚军；
拉索特年579羽 季军；
 I省赛2231羽 第12位；
 国家赛16665羽 第126位；
杜尔斯282羽 季军；

 2010-6345222 2010-6202190
 "10-241" 的全兄弟 "佩姬"

 2007-6369515 2007-6399401 2005-6446740 2002-6045141 
 "杨·路伯" "金姆" "奥林匹克" 兄弟鸽 四冠王
  "奥林匹克直女"

"路伯配对" 顶级直子
2010-6146156

"路伯配对" 直孙
6091546-2011
拿永115羽 冠军；
拿永289 羽 亚军；
魁夫兰 339 羽 季军；
魁夫兰110 羽 第4位；
拿永117羽 第7位；
魁夫兰1184羽 第10位；

直子

直孙
"路伯配对"
直子的成绩：
2012年俱乐部老鸽鸽王 冠军；
魁夫兰58羽 冠军；
魁夫兰164羽 冠军；
魁夫兰381 羽 亚军；
魁夫兰523 羽 季军；
魁夫兰279 羽 季军；
魁夫兰182 羽 季军；
魁夫兰1027 羽 第4位；
魁夫兰969 羽 第6位；
魁夫兰1852 羽 第13位；

* = 出现在拍卖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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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Junior "杨" x "娜塔莉" 
的最佳子代

• “小杨”
2007-6379887                                                        

• “凯特”
2006-6148032

• “小杨” 同窝姊妹
2007-6379888
"奥林匹克麻鹰"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鸽王 冠军；
4次 1000羽比赛冠军

• “折翼号”
2007-6379900
13次获得250羽左右的前12强名次
“布兰克”和“005号”的父亲曾获
得：
魁夫兰1881羽 冠军；
魁夫兰2148羽 亚军；
魁夫兰2572 羽 第4位；
魁夫兰1974 羽 第5位；

• “杨·路伯” - 顶级种鸽
2007-6369515
作育出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全能鸽
王 冠军；
2012年德国全国鸽王 亚军；
波治国家赛14598羽 亚军；

"小杨"
2007-6379887
4次冠军
 19个前十强名次, 参赛
羽数450羽左右
魁夫兰1090羽 冠军；
魁夫兰1022 羽 冠军；
魁夫兰399羽 冠军；
魁夫兰155羽 冠军；
魁夫兰360 羽 亚军；
魁夫兰272 羽 亚军；
魁夫兰240 羽 亚军；
魁夫兰960 羽 季军；
魁夫兰532 羽 季军；
魁夫兰1065 羽 第6位；

直子

"杨" 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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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Kate
Asduif 215
"鸽王215号"
2008-6050215
2012年俱乐部老鸽鸽王 冠军；
4 次冠军
拿永249羽 亚军；
拿永239羽 亚军；
拿永318 羽 季军；

"凯特"
2006-6148032

直子

直子

"杨" 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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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JuniorNestsister
Jan Junior

Jan Roeper

De Kate Gebroken
Vleugel

Daughter Jan
"杨" 的王朝

"小杨" 同窝姊妹
2007-6379888
"杨" x "娜塔莉" 配对的直女

"杨·路伯"
2007-6369515
"杨" x "娜塔莉" 配对的直子

"小杨"
2007-6379887
"杨" x "娜塔莉" 配对的直子

"凯特"
2006-6148032
"杨" x "娜塔莉" 配对的直子 "折翼号"

2007-6379900
"杨" x "娜塔莉" 
 配对的直子

"杨直女"
2007-6385068
"杨" x "娜塔莉" 配对的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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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Jan 

Sterke Jan Son Jan 

Mother
Dubbel Aske

Mother Hugo

Father Gilbert
"杨" 的王朝

双料鸽王之母"
2007-6369527
"杨" x "888-03" 配对的直女

"雨果之母"
2007-6369526
"杨" x "888-03" 配对的直女

"杨" 的直子
2007-6043938
"杨" x "769之母"

"壮丁杨"
2010-6146327
"杨" x "奥林匹克直女

"杨" 的直子 -
"吉尔伯特之父"
2007-6043923
"杨" x "老母鸽00-429"

"杨" 的直子
2007-6369516
同窝兄弟 "杨·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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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Jan Youngest Son Jan

Son Jan
杨" 最新的子代之一
6342480-2011
杨" x "蒂娅之母" 配对直子

本场精供“杨”两羽最小幼鸽

杨" 最新的子代之一
2012-6123200
"杨" x 
"新奥林匹克的姐妹" 配对直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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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ghter Jan

Daughter Jan Daughter Jan

Daughter Jan
Hen
Favoriete Pair

Son Jan Daughter Jan

"杨" 的直女
2007-6043924
同窝姊妹
 "吉尔伯特之父" "最爱配对" 

的母鸽
2007-6043939
作育出 "超级雌
 08-116"

"杨" 的直女
2011-6091862
"杨" x "奥林匹克直女" -
姐妹 "莎菲"

"杨" 的直女
2011-6333793
"杨" x "雌 07-898号" "杨" 的直子

2011-6342484                                                 
"杨" x "派翠西娅"

"杨" 的直女
2011-6091527
"杨" x 
 "娜塔莉" 的姐妹

"杨的直女"
6146326-2010
"杨" x 
 "奥林匹克直女"

"杨" 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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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ghter Jan Daughter Jan

Daughter Jan Daughter Jan

Daughter Jan

Son Jan Son Jan

Son Jan

"杨" 的直女
2007-6371100
"杨" x "娜塔莎" - 
获得2次 国家赛前百强

"杨" 的直子
2007-6369511
"杨" x "唐格尔"

"杨" 的直女
2007-6369512
"杨" x "唐格尔" "杨" 的直子

2010-6359185
"杨" x "双料鸽王"

"杨" 的直女
2010-6358924
"杨" x "奥林匹克直女"

"杨" 的直女
2011-6091576
"杨" x "奥林匹克孙女""杨" 的直子

2010-6347282
"杨" x "速度号直女"

"杨" 的直女
2011-6091893
"杨" x "奥林匹克直女" - 
姐妹 "莎菲"

"杨" 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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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Brother Jan Full Sister Jan

Full Sister Jan

Full Sister Jan

Half Sister Jan

Half Sister Jan

"杨" 
的兄
弟姐
妹

"杨" 战绩
6次冠军
02年鸽报全国鸽王冠军
02年Ave Regina全国鸽王冠军
03年Ave Regina全国鸽王亚军
04年Ave Regina全国鸽王亚军
魁夫兰1214羽冠军
魁夫兰531羽冠军
魁夫兰341羽冠军
魁夫兰300羽冠军
魁夫兰214羽冠军
魁夫兰149羽冠军
魁夫兰1658羽亚军
魁夫兰1409羽季军
魁夫兰347羽季军
魁夫兰2003羽5位
魁夫兰924羽5位

"杨" 的全兄弟
2007-6043921
"波治雌" 的父亲鸽
"博尔特" 的祖父

"杨" 的全姐妹
2007-6043922
"博尔特" 同窝姐妹的
祖父
"09/190号之母" 
2次冠军以及15个前
十强

"杨" 的全姐妹
2007-6043936
顶级种鸽的姐妹 "杨" 的全姐妹

2007-6043937
2011年全国鸽王第12
位的母亲鸽

"杨" 的半姐妹
2011-6091889
"444号" x "雨果之母" "杨" 的半姐妹

2011-6333503
"444号" x "雨果之母"

"杨" 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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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f Brother Jan

Half Brother Jan

Half Brother Jan

Half Sister Jan

Half Sister Jan

Half Sister Jan

Half Sister Jan

Half Brother Jan

"杨" 的半兄弟
2010-6358919
"444号" x 
"波治国家赛亚军之母"

"杨" 的半兄弟
2010-6339952
"444号" x 
"波治国家赛亚军之母"

"杨" 的半兄弟
2010-6345294
"444号" x 
"波治国家赛亚军之母"

"杨" 的半姐妹
2010-6347278
"444号" x 
"波治国家赛亚军之母"

"杨" 的半姐妹
2011-6342307
"444号" x 
"劲力直女10-249"

"杨" 的半兄弟
2011-6333794
"444号" x 
"劲力直女10-249"

"杨" 的半姐妹
2011-6146336
"444号" x 
"鸽王直女061-41"

"杨" 的半姐妹
2010-6359200
"444号" x 
"奥林匹克号直女" 

"杨" 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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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f Sister Jan

Half Sister Jan

Half Sister Jan
"杨" 的半姐妹
6091890-2011
"444号" x "雨果之母" "杨" 的半姐妹

6359199-2010
"444号" x 
"奥林匹克号直女"

"杨" 的半姐妹
6339951-2010
"444号" x 
"波治国家赛亚军之母"

"杨" 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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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Di Caprio

x

Daughter
Olympiade

"奥林匹克直女"
2007-6387857

"奥林匹克" x "400号雌鸽"

 2005-6045015 2003-6192757
 "迪卡普里奥" "00-426" 姐妹

 2003-6192777 2000-6141499 1998-6110712 1998-6580802 
 "大头彩" "迪卡普里奥之母" "毛利斯斑" "吉特"

 2001-6455003 2005-6045400
 "奥林匹克" "400雌"

 1998-6160968 1995-6302321 2003-6032896 2003-6192606 
 "奥林匹克之父" "奥林匹克之母" "浅斑福雷德" 三项冠军

"超级迪卡普里奥"
2007-6043933
"迪卡普里奥" x "00-426" 姐妹

超级种鸽配对 - 奥林匹克回血

* = 出现在拍卖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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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Regi

Half
Brother
Regi

Nestbrother
Regi

"莱纪" 同窝兄弟
2011-6094026

顶级赛鸽

顶级配对的一些参考:

11-027 "莱纪"
2011年LCB全国鸽王幼鸽组 第6位;
魁夫兰1974羽 季军;
魁夫兰3033羽 第4位;
魁夫兰1175羽 第7位;

"09-334号" - "蓝天上的心跳"
2012年Grensstreek速度鸽王 冠军;
尼威尔7422 羽 冠军;
史栋贝克1811羽 冠军;
亚拉斯 973羽 冠军;
贝罗尼1170羽 冠军;
哈瑟尔特1550羽 冠军;
史栋贝克8407羽 亚军;
贝罗尼6035羽 第7位;
艾佩3661羽 第8位;
哈瑟尔特2112羽 第8位;

"10-059" "莱纪" 半兄弟
 (同羽父亲)
拿永702羽 冠军;
魁夫兰969羽 亚军;
魁夫兰219羽 季军;
拿永670羽 第10位;
拿永526羽 第10位;
魁夫兰1852羽 第17位;

"11-026号"
拿永641羽 亚军;
魁夫兰 525羽 季军;
魁夫兰2572羽 第7位;
魁夫兰2589羽 第9位;
拿永1001羽 第12位;

"莱纪"
2011-6094027
LCB全国鸽王 第6位;

"莱纪" 半兄弟
2010-6146059
冠军鸽

顶级直子

同窝兄弟

半兄弟

超级种鸽配对 - 奥林匹克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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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Son Olympiade

Tia

Grandson
Andreas

"奥林匹克直子安德烈"
6269126-2009
"奥林匹克" x他的姐妹
"蒂雅" 的父亲鸽

"蒂雅"
2010-6146029
"安德烈" x "不可思议"
魁夫兰3249 羽 亚军;
魁夫兰2403 羽 亚军;
魁夫兰2073 羽 第7位;
魁夫兰1856 羽 第11位;
魁夫兰2054 羽 第33位;

"安德烈直孙 "
2011-6094162
拿永633羽 冠军;
魁夫兰3033 羽 季军;
拿永2078羽 第7位;
拿永930 羽 第7位;
拿永2108 羽 第26位;

"奥林匹克" 之最

父亲

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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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Power
Son Olympiade

Ambassadeur

Nestbrother Abassadeur
"大使" 同窝兄弟
2010-61460752011
年俱乐部速度鸽王 冠军;
16次前十强名次;
魁夫兰56羽 冠军;
魁夫兰42羽 冠军;
魁夫兰230羽 亚军;
魁夫兰183羽 亚军;
魁夫兰338 羽 季军;
魁夫兰111 羽 季军;
魁夫兰2073 羽 第5位;

"奥林匹克" 之最

"大使"
2010-6146074
2011俱乐部鸽王 冠军;
魁夫兰526羽 冠军;
魁夫兰338羽 亚军;
魁夫兰230 羽 亚军;
魁夫兰1852羽 季军;
魁夫兰2073 羽 第4位;
魁夫兰265 羽 第4位;
魁夫兰1544羽 第5位;

父亲

父亲

"劲力" "奥林匹克直子"
2006-6410690
"奥林匹克" x "冠军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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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De Safier Mother
Dubbel Aske

"双料鸽王之母"
2007-6369527

"杨" x "888号老雌鸽"

"奥林匹克" 之最

超级配对

"萨菲尔"
2007-6399396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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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bel Aske

Son Safier 076

Son Safier 398
"萨菲尔直子398号"
2009-6269398
魁夫兰70羽 冠军;
安吉维尔434羽 季军;

"奥林匹克" 之最

作育成绩
"萨菲尔" x "杨直女"

"双料鸽王" 08-137
亚精顿省赛3371羽 第17位;
国家赛25583羽 第27位;
盖雷省赛2348羽 第49位;
国家赛14784羽 第112位;
萨比利斯441羽 亚军;
省赛2269羽 第28位;
拉索特年省赛3310羽 第92位;
国家赛21258羽 第269位;

"09-142号" 顶级种鸽：
作育出2012年WHZB全国鸽王幼鸽组 冠
军;
贝罗尼2990羽 冠军;
自己曾获：
魁夫兰2619羽 第4位;
魁夫兰1787羽 第16位;

"11-076号"
2次冠军

"09-398号"
一次冠军

"08-258 惊喜号" (Surprise)
3次冠军
作育出的 "小灰" 曾获得全国鸽王第12位;

"双料鸽王"
2008-6050137
2008年超级鸽全国鸽王冠军
亚精顿省赛3371羽 第17位;
 国家赛25583羽 第27位;
盖雷省赛2348羽 第48位;
 国家赛14784羽 第112位;
萨布瑞斯441羽 亚军;
 省赛2269羽 第28位;
拉索特年省赛3310羽 第92位;
 国家赛21258羽 第269位;

"萨菲尔直子076 号"
2011-6094076
魁夫兰411羽 冠军;
魁夫兰 307 羽 冠军;
魁夫兰525 羽 亚军;
魁夫兰 331 羽 季军;

“萨菲尔”出生于2007年，是“奥林匹克
号”(Olympiade) x “唐格尔”(Tongerke) 配对的第2羽
子代，里欧知道“萨菲尔”有着巨大的育种价值。沃尔
夫冈.辉帕对他也是情有独钟，希望能得到“萨菲尔”的
直子代。“萨菲尔”是晚生鸽，于是里欧周复一周地让
他和老雌鸽安置在一起，希望能激发他的荷尔蒙。在11
月的时候，他试着给“萨菲尔”配对，而这一配对是“
萨菲尔” x “杨直女”，他们作出的第一羽子代就是“

双料鸽王”(Dubbel Aske).
  直子

  直女

  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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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prise
Son Safier

Kleine Blauwe
Grandson Safier
"小灰" "萨菲尔" 直孙
2010-6146081
KBDB全国速度鸽王 第12位;
拿永1174羽 冠军;
拿永634羽 冠军;
拿永301羽 冠军;
拿永243羽 冠军;
拿永191羽 冠军;
拿永606羽 季军;
拿永222羽 第4位;
拿永560羽 第5位;
拿永1839羽 第8位;

"奥林匹克" 之最

"惊喜号" "萨菲尔" 直子
2008-6050258
拿永1250羽 冠军;
拿永288 羽 冠军;
拿永61 羽 冠军;
拿永721羽 亚军;
拿永265羽 亚军;
拿永131羽 亚军;
拿永240羽 季军;
拿永873 羽 第5位;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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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brother Safier Grandson
Olympiade

Grandson
Olympiade
"奥林匹克直孙"
2011-6094060
魁夫兰1193羽 冠军;
魁夫兰964羽 冠军;
魁夫兰1974羽 亚军;
魁夫兰1943羽 亚军;
拿永633羽 季军;
拿永472羽 季军;

"奥林匹克" 之最

"萨菲尔" 同窝兄弟
2007-6399395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奥林匹克直孙"

2008-6050147
俱乐部一岁鸽鸽王冠军
16次前十强名次
魁夫兰171 羽 冠军;
魁夫兰60羽 冠军;
魁夫兰60羽 冠军;
魁夫兰236羽 亚军;
魁夫兰 223羽 亚军;
魁夫兰336羽 季军;

父亲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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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her Safier Grandson
Olympiade

Grandson
Olympiade
"奥林匹克直孙"
20126-123047
魁夫兰258羽 冠军;
魁夫兰57 羽 冠军;

"奥林匹克" 之最

"萨菲尔兄弟"
2007-6356757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奥林匹克直孙"

20116-094029
2011年全国速度幼鸽鸽王 第5位;
5次前十强名次;
魁夫兰40 羽 冠军;
魁夫兰964羽 季军;
魁夫兰2481羽 第14位;
魁夫兰2589羽 第16位;
魁夫兰2572羽 第29位;

父亲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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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her Safier
Son Olympiade

Den Hugo
Son Olympiade
"雨果" - "奥林匹克
直子"
2008-6050184
"奥林匹克" x "杨直女"
- 2次冠军;
魁夫兰810羽 冠军;
魁夫兰285 羽 冠军;
魁夫兰494羽 亚军;
魁夫兰612羽 季军;
魁夫兰240羽 季军;
魁夫兰223羽 第5位;
魁夫兰336羽 第7位;

"奥林匹克" 之最

"奥林匹克" 直子代

"萨菲尔" 兄弟 - "奥林匹克直子"
2007-6387856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 4次冠军;
- 15 次前十强名次;
魁夫兰204羽 冠军;
拿永161羽 冠军;
拿永133羽 冠军;
魁夫兰70羽 冠军;
拿永323羽 亚军;
魁夫兰27羽 亚军;
魁夫兰255羽 季军;
魁夫兰155羽 季军;
魁夫兰281羽 第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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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father Bolt Nestsister Grand-
father Bolt

Daughter
Olympiade

Daughter
Olympiade

Daughter
Olympiade

Daughter
Olympiade

Daughter
Olympiade

"博尔特祖父" 全兄弟姐妹 -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博尔特" ：贺尔曼鸽舍实力的最佳代表
"博尔特祖父"
2008-6368070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博尔特祖父" 同窝姐妹

2008-6368071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奥林匹克" 直女 
2008-6368089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奥林匹克" 直女
2008-6368001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奥林匹克" 直女
2009-6269381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奥林匹克" 直女
2009-6348460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奥林匹克" 直女
2009-6348461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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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ier

Nestbrother
Safier

Daughter Olympiade
Sister Safier

Daughter Olympiade
Sister Safier

"萨菲尔" 全兄弟姐妹 - 出自黄金配对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里欧·贺尔曼鸽舍，世界上唯一比钻石还金贵的 "萨菲尔"

"萨菲尔"
2007-6399396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萨菲尔" 同窝兄弟
2007-6399395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奥林匹克直女"
"萨菲尔" 姐妹
2008-6050186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奥林匹克直女"
"萨菲尔" 姐妹
2008-6383146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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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 Olympiade
Brother Safier

Daughter Olympiade
Sister Safier

Son Olympiade
Brother Safier

Daughter Olympiade
Sister Safier

"奥林匹克" 直子
"萨菲尔" 兄弟
2009-6356757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奥林匹克" 直子
"萨菲尔" 兄弟
2009-6348500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奥林匹克直女"
"萨菲尔" 姐妹
2009-6370191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奥林匹克直女"
2009-6370292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里欧·贺尔曼鸽舍，世界上唯一比钻石还金贵的 "萨菲尔"

"萨菲尔" 全兄弟姐妹 - 出自黄金配对 "奥林匹克" x "唐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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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s

Daughter
Olympiade

Son
Olympiade

Son OlympiadeSon Olympiade

Daughter
Olympiade

当 "奥利匹克" 近亲交配他的女儿

基础种鸽 "奥利匹克" 的近亲后代

"奥林匹克直女"
2008-6385532
"奥林匹克" x "奥林匹克直女"

"安德烈"
2009-6269126
"奥林匹克" x "奥林匹克直女"

"奥林匹克直子"
6369475-2009
"奥林匹克" x "奥林匹克直女"

"奥林匹克直子"
2009-6269131
"奥林匹克" x "奥林匹克直女"

"奥林匹克直子"
2008-6385220
"奥林匹克" x "奥林匹克直女"

"奥林匹克直女"
6404512-2007
"奥林匹克" x "奥林匹克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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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Daughter
Olympiade
"奥林匹克直子"
2009-6369413
"奥林匹克" x "金姆" (奥林匹克直女)

"路伯配对" 中的雌鸽&
奥林匹克回血直女

"金姆"
2007-6399401
"路伯配对" 中的雌鸽
"奥林匹克" x "波治最佳"

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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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her Power Power Sister Power

Son
Olympiade

Daughter
Olympiade

Son
Olympiade

"劲力" 血系，奥林匹克鸽基因的最佳代表

"奥林匹克" x "冠军灰" = "劲力"

奥林匹克血系搭配老的基础鸽

"劲力兄弟"
2006-6149916
"奥林匹克" x "冠军灰"

"劲力"
2006-6410690
"奥林匹克" x "冠军灰"

"劲力姐妹"
2006-6405249
"奥林匹克" x "冠军灰"

"奥林匹克直子"
2008-6372802
"奥林匹克" x "杨直女"

"奥林匹克直女"
2010-6339927
"奥林匹克" x "欧元姐妹"

"奥林匹克直子"
2008-6372801
"奥林匹克" x "杨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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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ghter
Olympiade

Mother
Heartbeat
in the Sky

Daughter
Olympiade

Daughter
Olympiade

"心跳之母"
2007-6387857
"奥林匹克" x 
 "400号母鸽"

"奥林匹克直女"
2010-6339954
"奥林匹克" x 
 "全国鸽王第12位的母亲"

里欧·贺尔曼 - 奥林匹克子代

"奥林匹克" 直女
2008-6368076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奥林匹克" 直女
2007-6387858
"奥林匹克" x 
 "速度王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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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ghter
Olympiade

Son
Olympiade

Son
Olympiade

Daughter
Olympiade

"奥林匹克直子"
2008-6372837
"奥林匹克" x 
"奥林匹克祖母"

"奥林匹克直女"
2008-6383151
"奥林匹克" x 
 "梦幻配对女儿"

"奥林匹克直子"
2010-6339935
"奥林匹克" x 
 "梦幻配对女儿"

"奥林匹克直女"
2010-6146247
"奥林匹克" x "波治国家赛
亚军之母"

里欧·贺尔曼 - 奥林匹克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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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从左至右：里欧、沃尔夫冈.辉帕和卡尔. 裘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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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库默菲尔德 (Kummerfeld) 的沃尔夫
冈.辉帕 (Wolfgang Roeper) 
德国全国鸽王&奥林匹克代表鸽
从1999年起, 沃尔夫冈.辉帕就持续地引入里欧.贺尔曼鸽, 以之使
翔 他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其中涌现了很多羽德国全国鸽王&
奥林匹克代表鸽 在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中, 沃尔夫冈有着不下6
羽奥林匹克代表鸽, 而其中的顶尖赛鸽是里欧.贺尔曼原舍鸽BE10-
6146241… 在大型赛事中, 他3次夺冠, 当选为德国国家雄鸽王亚军, 
并且是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德国D类鸽的第一代表鸽. 辉帕鸽舍
获得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德国一岁鸽代表鸽&德国全国鸽王6位
的 "101号" 就出自贺尔曼原舍雄鸽BE06-6410616 (出自 "426号" x "
神奇雌鸽王" (Wonderaske), 这羽雄鸽的同舍配偶作出子代获得2010
年德国全能鸽王4位 辉帕获得2010年波兹南奥林匹克代表鸽的 "394
号" 出自贺尔曼鸽 "欧元全兄弟" (Brother Euro) 还有尼特拉奥林匹
克代表鸽 "16号" 是贺尔曼原舍鸽 "鸽王" (aces) 之直孙 贺尔曼鸽的
成功一直在这个鸽舍延续…

荷兰雷韦克 (Reeuwijk) 的迪布恩.威廉 
(Willem de Bruijn) 
2羽奥林匹克鸽和NPO顶级赛将
把贺尔曼-裘斯特鸽推入荷兰的是荷兰鸽友迪布恩.威廉 早在2005
年, 他就买下了贺尔曼-裘斯特 (Heremans-Ceusters) 的一整轮幼鸽, 
他们之中有着不可思议的赛将和种鸽 威廉以之在好鸽云集的赛事
中获得了许多胜利 他以贺尔曼-裘斯特鸽作出的后代获得许多荣
耀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奥
林匹克夏努卡" (Olympic Schanulleke) 和幼鸽代表鸽 "飓风奥林匹
克" (Olympic Hurricane) 而艾佛林 (C. & M. Everling) 的最新出炉的
2013年奥林匹克一岁鸽代表鸽 "奥林匹克佛露玛" (Olympic Froome) 
也是当初他买入那批幼鸽的后代 

比利时赫罗本栋克 (Grobbendonk) 的玛琳
娜.范德维德 (Marina Van de Velde) 
里欧亲密的朋友和资深崇拜者
"他是一代巨擎, 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挚友" 当提及里欧.贺尔曼时, 玛
琳娜和丈夫保罗 (Paul) 这么评价 他们使翔的鸽子90%是贺尔曼鸽 
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 "山森" (Samson) "山森" 在亚精顿国家赛23,419
羽中获得全国冠军 (是33,097羽中最快鸽) 他还是神奇种公, 作出的
后代中不少是表现出色的赛将: 顶尖赛鸽 "珍妮" (Janie) 获得波治省
赛4,555羽中冠军; "迪亚多纳直孙" (Grandson Diadora) 获得KBDB长
距离省赛最佳鸽舍冠军; "杨直子137/10号" (137/10 Son Jan) 两次
夺冠.....

比利时赞荷芬 (Zandhoven) 
的迪克.凡戴克 (Dirk Van Dyck)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A类代表鸽
凡戴克在贺尔曼-裘斯特2007整舍拍卖会上购得三冠王 "迪卡普里
奥" (Di Caprio), 见证了这羽赛雄成长为传奇种公 他的最好的直子
是BE08-6338005 "奥林匹克尼尔斯" (Olympic Nels), 他获得2013年
尼特拉奥林匹克比利时A类代表鸽, 并且在2011年荣获比利时鸽报
举办的金鸽奖评选中并列优胜鸽 他还在2012年2次夺得省赛冠军头
衔, 在2011年获得比利时KBDB中距离全国最佳鸽舍亚军 

比利时普勒 (Pulle) 
的丹尼.凡戴克 (Danny Van Dyck) 
2011年KBDB全国中距离最佳幼鸽鸽舍冠军
丹尼从迪克那里得到了 "迪卡普里奥" 的两羽直子, 以之与自己原有
的 "卡侬" (Kanon) 系杂交后作出的后代中有两羽极为出色, 他们的
后代获得了: 2011年KBDB比利时全国最佳幼鸽鸽舍冠军; FCI欧洲
最佳鸽舍冠军; 以及在好鸽云集的比赛中多次夺冠 贺尔曼鸽的品质
是超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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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布吕门 (Brummen) 汉斯&爱沃特-杨.爱
亚卡普 (Hans & Evert-Jan Eijerkamp)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德国B类第一和第三代表鸽
"他是赛鸽艺术家, 不断精心打磨, 直至打造出光芒灿灿的血系 " 爱
亚卡普这样赞赏里欧.贺尔曼 在2006年和2007年爱亚卡普购买了
里欧.贺尔曼一轮幼鸽之后, 他再度在贺尔曼-裘斯特2007整舍拍
卖会上购得一些里欧的明星鸽, 如: "欧元" (Den Euro), "大头彩" 
(Jackpot), "古驰拉" (Goochelaar), 
"罗西" (Rossi) x "斯宾号" (Spinneke) 等等…...他们与爱亚卡普鸽系的
融合前所未有的成功, 大大提升了爱亚卡普鸽系的品质 贺尔曼鸽后
代中的顶尖赛将有: 获得奥林匹克德国中距离赛第一和第三代表鸽
的 "丽莎" (Lisa) 和 "维维安" (Vivian) "丽莎" 还获得过欧洲杯中距离
赛德国鸽王冠军, "维维安" 还获得过NPO冠军和亚军......而这些仅
仅是冰山一角 

比利时赫罗本栋克 (Grobbendonk)
的迪克.范登巴尔克 (Dirk Van den Bulck)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F类第一代表鸽
迪克的年轻赛将BE12-6254038刚刚加冕2012年比利时速度赛幼鸽
全国4位和省赛冠军, 他的战绩是: 1,763羽中冠军, 1,248羽中冠军, 
5555羽中冠军……等等 这羽 "038/12" 也是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比
利时F类第一代表鸽 他的母亲是一羽6冠王的全姐妹, 出自 "好罗斯" 
(Goede Rose, 是 "新罗西" (Nieuwe Rossi) x "伊内盖丝" (Eenoogske) 
的直孙) 与贺尔曼的 "奥林匹克号" (Olympiade) 曾孙女配对 

比利时里尔 (Lille) 
的斯迪克斯-栋克斯 (Stickers-Donckers)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F类第三代表鸽
超级种公BE03-6192642是贺尔曼-裘斯特原舍鸽, 是 "娜塔莉亚" 
(Natalia) 的半兄弟, 出自 "444号全兄弟" x "宾妮" (Penny)… 这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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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03号" 将他神奇的血系基因传承下去 他的后代有获得2011年
KBDB全国鸽王冠军的 "神奇男孩" (Wonderboy), 获得2011年波南
兹奥林匹克A类代表鸽的 "我们的鸽王" (Ons Aske), 获得的2011年
KBDB全国鸽王6位的 "红狐号" (Voske), 获得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
克A类代表鸽以及全国鸽王4位的 "拿永灰雌" (Blauwke Noyon) 以及
获得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F类代表鸽 "036/12号" 

荷兰奥特马瑟姆 (Ootmarsum) 的卡斯&卡
尔.梅耶尔 (Kas and Karel Meijers)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荷兰F类第一代表鸽
沿着里欧.贺尔曼的足迹一步步迈向顶尖行列, 是这家鸽舍的最大梦
想 他们昂首阔步在通往成功的大道上 而贺尔曼鸽就是成功路上的
助推器 贺尔曼鸽在这家鸽舍的后代有: 获得2010年WHZB晚生鸽全
国鸽王冠军, 获得三冠王的 "仙娜" (Xena), 获得4次冠军的 "蓝天上
的心跳" (Heartbeat In The Sky), 获得冠军及大赛7次前10强的 "罗西
皇后" (Queen Rosi), 2次参赛羽数众多的冠军鸽 "莎拉" (Sarah) 而其
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荷兰幼鸽第一代表鸽 "
奥林匹克博尔特" (Olympic Bolt) ...看, 贺尔曼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比利时洛美尔 (Lommel) 
的约翰.布莱恩 (Johan Bleyen) 
波治全国冠军 
从贺尔曼-裘斯特的黄金系鸽里, 约翰求购了一些鸽子, 而他以之获
得了成功！在2011年和2012年, 他荣获波治国家赛12,608羽中冠军, 
拉查特国家赛15,780羽中亚军, 波治国家赛24,651羽中3位&4位 (大
区赛的冠亚军), 波治国家赛10,035羽中4位&6位, 2011年中距离省赛
鸽王老鸽冠军......贺尔曼鸽在国家赛层面上也是神乎其神的极品鸽 

比利时哈里-布因霍芬 (Halle-Booienhoven) 
的贺伯特兄弟 (Gebr. Herbots) 
波治国家赛亚军& 4次夺冠
"这位鸽友作出了2011年比利时最好的赛将 " 2011年末在 "索根坎德
行动" (Action Sorgenkind) 拍卖会上, 菲利普. 贺伯特遇见里欧时这
么评论他 "他赢得了哪些奖项呢？" 于是当其他鸽友追问时, 菲利
普告诉他们, 里欧原舍冠军鸽BE11-6091422 "最棒波治号" (Bourges 
Best, 出自 "小杨全兄弟" (Brother Jan Junior) X "新罗西全姐妹" 
(Sister Nieuwe Rossi) ) 赢得了: 波治国家赛14,571羽中亚军, 摩林斯
省赛I .3,044羽中冠军, 盖雷494羽中冠军, 图瑞212羽中冠军, 奥尔良
181羽中亚军, 图瑞344羽中亚军以及拉索特年579羽中季军......

德国诺德柯琴 (Nordkirchen) 
的哈根多.贝克 (SG Hagendorn-Becker) 
2012年参赛羽数众多的赛事中6次夺冠
贝克引入了贺尔曼-裘斯特原舍鸽 "奥林匹克号" 的直子和 "欧元" 的
全姐妹, 他以之与自己的家系融合 在2012年这些引入的贺尔曼鸽的
后代给他带来了许多荣誉, 其中有: 多次冠军头衔; RV最佳雌鸽1位, 
2位, 3位, 6位, 7位, 9位等; RV最佳幼鸽1位, 2位, 3位, 5位, 6位, 7
位, 8位等; 还有在参赛羽数众多的赛事中6次夺冠, 分别是: 4,505 羽
中冠军, 3,960 羽中冠军, 3,383 羽中冠军, 2,686 羽中冠军, 2,589 羽
中冠军, 3,077 羽中冠军…

比利时泰森德洛 (Tessenderlo) 
的塞迪森.萨班 (Saatdüzen Saban) 
国家赛&省赛中的明星鸽
萨班购得的是贺尔曼-裘斯特原舍雌鸽BE08-6383156, 她出自 "鸽王
直子" (Son Asduif) x "杨姐妹" (Sister Jan), 而她是一羽超级种雌 她
的直孙代获得了: 蒙吕松省赛1,932 羽中冠军(国家赛 22,875羽中10
位), 亚精顿省赛1,653羽中6位, 波治省赛1,805羽中9位, 查特路6,368
羽中8位…波治国家赛14,571羽中10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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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谷本弗斯 (Grubbenvorst) 的杨.范德帕许
父女 (Jan en Leanne van de Pasch) 
2012年WHZB荷兰最佳鸽友之一
他们在2008年自迪布恩.威廉处购得15羽鸽, 其中许多是威廉钻石品
质的贺尔曼-裘斯特鸽 在范德帕许父女的成功中, 威廉也有一份功
劳 这些赛鸽及其后代获得了: 2012年WHZB全国鸽王冠军, NPO 杜
尔斯 13,244 羽中冠军及亚军, 2010年TBOTB全国鸽王冠军及亚军, 
欧洲杯速度赛全国鸽王2位及3位, 许多参赛羽数众多的赛事中的胜
利及许多次NPO前十强的好战绩…

比利时旧蒂尔瑙特 (Oud Turnhout) 的路
克.凡麦赫伦 (Luc Van Mechelen)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代表鸽&全国鸽王亚军
比利时的这位顶尖鸽友的鸽舍中的一羽超级雌鸽有着50%贺尔曼-
裘斯特雌鸽BE08-6030322 "萝碧娜" (Robina) 的血统 这羽灰羽顶尖
雌就是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代表鸽, 她还获得了2010年蒂尔瑙特
中距离鸽王冠军和2010年KDBD中距离全国鸽王亚军 她的母亲 "萝
碧娜" 是 "娜塔莉亚" 的全姐妹, 已经在育种方面显露了过人的天份 

荷兰弗拉尔丁恩 (Vlaardingen) 的范杜尔兄弟 
(Gebr. Van Toor) 
NPO 1位, 2位, 5位, 6位, 6位, 6位, 9位, 10位入赏鸽
购入 "奥林匹克直女" 也许是范杜尔兄弟所作最明智不过的投资了 
这羽贺尔曼-裘斯特原舍鸽BE06-6148120曾获得过拿永1,145羽中冠
军 而现在她是范杜尔兄弟的镇舍种雌 她作出的后代是NPO 1位, 2
位, 5位, 6位, 6位, 6位, 9位, 10位等等入赏优胜鸽 而不久之后的里
欧. 贺尔曼拍卖会中会有更多的 "奥林匹克号" 后代进入拍品清单, 
请鸽友们屏住呼吸, 翘首以待吧！

比利时佐特莱乌 (Zoutleeuw) 
的米歇尔.范林登 (Michel Vanlint)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C类代表鸽
米歇尔的朋友威廉.迪布恩为他作出了雌鸽NL07-1821757 "神秘女
郎" (Mysterie Lady) 而她是贺尔曼-裘斯特原舍鸽 "名扬四海" (Fame 
) X "雅碧盖儿" (Abigail) 配对之直女 "神秘女郎" 是羽超级赛雌, 她
荣获过国家赛3位, 7位, 23位, 24位, 28位, 30位, 36位, 56位, 70位, 
71位, 96位, 97位; 在大区赛中荣获1位, 4位, 9位, 13位, 15位 这些
骄人战绩使得 "神秘女郎" 夺得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比利时C类代
表鸽的荣耀 

荷兰巴勒纳绍 (Baarle-Nassau) 
的艾迪.夏拉肯 (Ad Schaerlaeckens) 
"超级里欧" (Super Leo) 的回血后代4获鸽王冠军
里欧.贺尔曼血系鸽的超凡品质也引起了荷兰鸽坛领军人物艾迪.夏
拉肯的关注 艾迪引入的是贺尔曼-裘斯特的 "超级里欧" 的直孙及直
女 他由此作出了 "神奇雌鸽王" (Wonderduifje) "神奇雌鸽王" 获得了
1位, 2位, 2位, 4位, 4位, 4位入赏, 加冕速度赛鸽王冠军, 中距离赛
鸽王冠军, 鸽王总冠军, 哈特.范布拉班特 (Hart van Brabant, 省赛级
别) 鸽王冠军, 4获鸽王冠军头衔 

比利时旧蒂尔瑙特的巴特&南希.范欧克 
(Bart & Nance Van Oeckel) 
查特路省赛冠军, 拉索特年国家赛4位及5位
巴特&南希.范欧克书写的成功神奇故事中, 里欧.贺尔曼鸽扮演了重
要的关键角色 里欧血系中的 "欧必利" (Obelix), "杨" (Jan), "灰鸽王" 
(Blauwe As), "欧元全兄弟" (Brother Euro) …..他们的后代获得了顶
级入赏, 其中有: 查特路省赛1,862羽中冠军, 拉索特年国家赛3,562
羽中4位及5位, 杜尔斯省赛927羽中7位….等等国家赛和省赛的顶尖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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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巴尔夫 (Balve) 
赫尔穆特.考斯特 (Helmut Koster) 
海茅(Hemau) 53,996羽冠军和亚军
赫尔穆特.考斯特在赛鸽生涯中志得意满的感受是由2羽50%里欧.贺
尔曼鸽带来的 在海茅(430 km),他赢得了53,996羽中冠军和亚军, 其
冠军鸽出自贺尔曼原舍鸽 (这羽原舍鸽出自 "灰鸽王" (Blauwe As ) 
X "黑斑鸽王" (Donker Aske) ), 其亚军鸽亦是出自贺尔曼原舍鸽 (这
羽原舍鸽出自 "奥林匹克号" X "426号直女" (Daughter 426) ) 

荷兰韦德沃尔默 (Wijdewormer) 
的巴特.布拉斯鹏 (Bert Braspenning) 
2011年奥林匹克荷兰G类第一代表鸽
由威廉.迪布恩处, 巴特.布拉斯鹏得到一些贺尔曼-裘斯特血系鸽作
为鸽舍的强援, 而他们给巴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麒麟" (Keirin) X "
黛蔓" (Damen) 配对作出了许多优秀后代获得的战绩有: 4次冠军, 2
次鸽王冠军, 2010年短距离赛全国鸽王4位; "里奥" (Don Leo, 是 "
杨" 的全兄弟) 作出的后代 "奥林匹克里欧" (Olympic Big Leo) 荣获
2011年奥林匹克德国一岁鸽的第一代表鸽...... 等等, 不一而足 

比利时赫罗本栋克 (Grobbendonk) 
的约翰.栋克 (Johan Doncker) 
2007年欧洲杯比利时鸽王季军
使翔50%贺尔曼鸽使得约翰.栋克成为比利时赛鸽运动中的风云人
物 他鸽舍的头号明星是 "鸽王" (Asduif), 曾获得11次冠军, 并且是
KBDB全国鸽王5位和2007欧洲杯比利时鸽王季军 "鸽王" 的后代在
丹尼.凡戴克的鸽舍也有很出色的表现, 获得过国家赛冠军; "鸽王" 
的后代在芬恩斯 (J. & X. Fens) 鸽舍为其夺得2012年KBDB全国鸽
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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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多德雷赫特 (Dordrecht) 
的基斯.波西瓦 (Kees Bosua) 
32,360羽, 32,229 羽& 17,183羽中最快鸽 
基斯.波西瓦鸽舍中的 "莱昂" (Leon) 是 "灰里欧" (Blauwe Leo) 之直
子 "莱昂" 是羽超级种公, 他的子代获得了贝罗尼32,360羽中最快鸽, 
波马罗32,229羽中最快鸽, 洛美尔17,183羽中最快鸽, 内佛尔1,032羽
中冠军, 克里尔 591 羽中冠军, 米嫩 511 羽中冠军, 奥尔良 127 羽
中冠军 (NPO 5,503羽中季军) …….

荷兰吕伐登 (Leeuwarden) 
霍克. 凡安洛-凡维森 (Hok Van Andel-Van Velzen) 鸽舍
2012年中距离荷兰全国鸽王季军
在不断追寻极品好鸽的过程中, 荷兰鸽友哈利.凡安洛(Harry Van 
Andel) 相中了里欧.贺尔曼鸽 他获得是BE09-6369437, 出自 "奥林匹
克号" X "金姆" (Kim) 配对直女 他由此作出了 "陶苔丝小姐" (Miss 
Doltsje), 这羽雌鸽是2012年荷兰的明星鸽, 她获得了: 圣昆汀 1,199 
羽中冠军, 圣昆汀786羽中冠军, 圣昆汀1,241羽中4位, 魁夫兰2,071
羽中5位, 并在2012年夺得中距离荷兰全国鸽王季军 

荷兰斯沃姆达姆 (Zwammerdam) 
的柯布尔家族 (D. & S. Goebel) 
荷兰赛鸽运动的新星
柯布尔家族自2010末起开始拜访里欧.贺尔曼鸽舍, 求购其最佳品质
鸽, 而成效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鸽舍获得了: 2012年省级最佳幼鸽
鸽舍4位 他们的赛绩有: 4,251羽, 1,152羽, 374羽, 167羽, 120羽, 120
羽, 108羽, 62羽, 41羽中冠军等等 贺尔曼原舍鸽 "明星种鸽186号" 
(Kweektster 186) 的子代作出了5,500羽幼鸽赛中的冠军鸽, 而这还
仅仅只是开始 

比利时普特 (Putte) 
的朱尔斯.兰斯 (Jules Lens) 
2012年KBDB长距离最佳幼鸽鸽舍奖冠军
对这个冠军居功甚伟的一羽顶尖种雌是BE06-6140423, 她是贺
尔曼-裘斯特原舍鸽, 出自 "查理" (De Charel) x "奥林匹克直女" 她
已作出了2代顶尖赛鸽, 其中包括: 5夺冠的 "156/10号", 5夺冠的 
"678/07号", "723/12号" (2012年南克平 (Zuiderkempen) 中距离幼鸽
鸽王冠军), "明日之星" (Rising Star, 获得全国最佳鸽舍冠军, 2012年
PITTS全国幼鸽鸽王6位 ) 等等 

比利时摩尔 (Mol) 的弗麦尔贝根-威恩斯 
(Vermeerbergen-Wilms) 
里欧.贺尔曼鸽作出了镇舍种公
弗麦尔贝根-威恩斯的 "幸运路克" (Lucky Luc) 在比利时鸽坛中
盛名远扬 这羽大铭鸽是和贺尔曼 "弗里克" (Flitske) 和 "罗斯塔" 
(Rosita) 系鸽作出的后代 "幸运路克" 是他们的镇舍种公, 作出后代
获得许多冠军并在国家赛中获得12位, 35位, 39位, 62位, 165位等好
成绩 其中最棒的子代 "罗比" (Robby) 勇夺全国鸽王亚军, 在2011年
PIPA排行榜上夺得全国幼鸽鸽王亚军 

荷兰布吕门 (Brummen) 
的范龙联合鸽舍 (Comb. Van Roon) 
鸽舍神奇配对是贺尔曼-裘斯特原舍鸽
范龙联合鸽舍的 "9号配对" (Bak 9) 在荷兰声名远扬, 这一配对的
后代赢得了: 曼特12,999 羽中冠军; NPO 摩林科14,598羽中冠军; 
NPO 布洛瓦2,998羽中冠军; 以及NPO 赛事中的3位, 3位, 5位, 6位, 
13位, 14位, 18位, 19位, 22位, 24位等等辉煌战绩 "9号配对" 中的雄
鸽和雌鸽都来自贺尔曼-裘斯特原舍鸽, 雄鸽是 "海斯蒂亚全兄弟" 
(brother 'Hestia'), 雌鸽是 "奥林匹克直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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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卓越育种中心 (Premier Stud) 
英国鸽坛的新势力
随着英国卓越育种中心在近几个赛季在英国鸽坛的崛起, 贺尔曼-
裘斯特鸽也在英国为越来越多的鸽友所追捧, 一时间声名大振 英国
卓越育种中心在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9年, 2011年, 2012年都
曾购买贺尔曼的一整轮幼鸽 总计约有300多羽贺尔曼鸽通过英国卓
越育种中心来到英国, 这些数以百计的为贺尔曼鸽在英国落地开花, 
英国鸽友们带来了福音, 提升了许多鸽舍的实力 

荷兰奥佛斯登 (Opheusden) 的凡德吾斯坦组
合 (Comb. Van De Woestijne) 
鸽王冠军和大批优胜鸽
通过爱亚卡普父子他们购得了一些贺尔曼-裘斯特鸽 其中的 
"345/11号" 和 "‘346/11号" 是对兄弟鸽, 他们出自 "大头彩全兄弟" 
(Brother Jackpot) x "年轻彼得直女" (Daughter Jonge Peter), "345/11
号" 赢得道夫尔6,140 羽中冠军; 其中还有 "欧元" x "香奈儿同窝姐
妹" (Nest sister Chanel) 之直子, 他作出了2012年图尔晚生鸽速度赛
鸽王冠军 "欧元香奈儿" (Euro Chanel) 

荷兰卡拉辛维恩 (Klazienaveen) 
的克罗森组合 (Comb. Kroesen) 
贺尔曼鸽的超级收藏带来顶尖表现
克罗森组合有着超级的贺尔曼鸽收藏: "欧元" 子代, "杨", "新罗西" x 
"伊内盖丝", "新奥林匹克号", "劲力" (Power), "最爱配对" (Favoriete 
Pair), "折翼号" (Gebroken Vleugel) 等等 "新罗西" x "伊内盖丝" 配
对直子作出了2,507羽中冠军鸽和413羽中冠军鸽; 以及 "艾维塔" 
(Elvita), 她是克罗森组合的镇舍种雌, 她的子代为卡斯.梅耶尔 (Kas 
Meijers) 夺得WHZB晚生鸽全国鸽王冠军 

荷兰斯翠可克(Streefkerk) 
的艾斯基斯 (J.J. Eskes) 
2012年WHZB & TBOTB最佳幼鸽
全能冠军赛手杨. 艾斯基斯从里欧.贺尔曼处求购了一些鸽蛋和幼
鸽, 总共数量有34羽之多! 其中有一100%里欧.贺尔曼配对, 不仅
雄鸽, 雌鸽都有 "萨菲尔" (Safir) 的传承, 还含有 "罗西" x "斯宾号" 
(Spinneke) 的传承 这一配对作出了超级赛雄NL12-1655965 "莱昂" 
(Leon), 他获得了: 贝罗尼2,990 羽中冠军, 道夫尔 1,861羽中冠军, 
赫林贝尔根 (Grimbergen) 1,794羽中亚军, 摩林科 2,736羽中10位, 
贝罗尼1,458羽中10位; 而其中最闪耀的是: 2012年WHZB & TBOTB
最佳幼鸽 

德国瓦格伦 (Wangerland) 
的安德里斯.斯登摩 (Andreas Stemmer) 
德国超级冠军鸽
德国雄心勃勃的鸽友安德里斯.斯登摩拜访了里欧.贺尔曼鸽舍, 而
他不虚此行 几乎每种标志性赛鸽的后代他都买, 这笔买卖他从来不
觉得后悔 这些里欧.贺尔曼原舍鸽, 他不仅用作种鸽, 也用他们赛飞 
这些里欧.贺尔曼原舍鸽获得的好成绩有: 7,308羽中冠军, 2,939羽中
冠军, 2,847羽中冠军, 2,685羽中冠军, 1,792羽中冠军, 1,641羽中冠
军, 1,200羽中冠军, 1,080羽中冠军等等…

比利时布根豪特 (Buggenhout) 的凡慕尔德-
德穆尔 (Van Muylder-De Mul) 
"奥林匹克直孙女" 后代17次获得冠军
" 我们很荣幸拥有 "奥林匹克直孙女" " 尼克.凡慕尔德兴奋地说 这羽
雌鸽品质非凡！她的直子代有: 7冠王 "汤姆" (Den Tom), 双冠王 "
小灰白羽" (Witpenneke), 冠军鸽 "亚伯多" (Alberto), 冠军鸽 "杰夫" 
(Jeff) 她的直孙代有: 双冠王 "安迪" (Andy), 双冠王 "英迪拉" (Indra), 
冠军鸽 "贝拉" (Belle), 冠军鸽 "500号小姐" (Miss 500) 以及 "西班牙" 
(Spain, 获得地中海特比 (Derby Del Mediterraneo) 半决赛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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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居特斯洛 (Gütersloh) 
的托马斯.斯瓦茨 (Thomas Schwarze) 
大批贺尔曼鸽后代获得冠军
托马斯.斯瓦茨购得了贺尔曼最好的鸽子, 并以此育种 贺尔曼鸽后
代获得: "821/11号" 以9分钟领先优势荣获6,613羽中冠军以及获得
728羽中冠军 (出自 "雨果直子" ) ; "890/11号" 获得 2,450羽中冠军& 
525羽中冠军(出自 "杨直子" ) ; "875/11号" 获得722羽中冠军 (出自 "
小杨直女" ) ; "1366/12号" 获得728羽中冠军 (出自 "新罗西" x "伊内
盖丝" 系和 "奥林匹克好" x "杨" 系) ; 还有一羽 "杨" 的回血后代获得
雄鸽王冠军& RV一岁鸽鸽王冠军….

荷兰的圣简斯库斯特 (St. Jansklooster) 
的乔佩特 (J. Trompetter) 
省赛鸽王冠军&20,020羽中冠军
一些贺尔曼原舍鸽在乔佩特鸽舍作出了超级品质的赛将 乔佩
特鸽舍最棒的种鸽配对是 "灰巴特" (Blauwe Bert) 同舍配偶X "
海蒂" (Heidi), 这一配对是海德曼 (W. & B. Heideman) 由 "好手
灰" (Blauwe Crack) 全姐妹之直女作出的 "灰巴特" 赢得了: 维伊肯 
(Wijchen) 20,020羽中冠军, 米尔 411羽中冠军, 博斯托13,000羽中亚
军, 哈兹栋克18,650羽中4位 他的同窝姐妹 "海蒂" 获得了: 省赛冠
军, 2009年WHZB全国鸽幼鸽6位 

英国哈尔顿 (Halton) 
的克里夫.哈丁 (Cliff Harding) 
英国超级冠军鸽
在把里欧.贺尔曼鸽引入鸽舍后不久, 克里夫.哈丁就在2012年佩里 
(Pirrie) 金环赛上赢得超过6,000磅, 他获得的入赏名次是: 1位, 3位, 
4位, 5位, 6位, 11位 ......所有入赏鸽都是贺尔曼鸽后代, 来自 "欧元" 
系, "奥林匹克号" 系, "杨" 系, "大头彩" 系, "新罗西" x "伊内盖丝" 系
等等 里欧.贺尔曼鸽后代获得的战绩还有: 西北联赛3,725羽中1位及
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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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鹿特丹 (Rotterdam) 
的荣.维内克 (Ron Vennink) 
贝罗尼省赛12,041羽冠军
由 "奥林匹克直孙" x "奥林匹克玄孙女" 配对, 荣.维内克作出了在贝
罗尼省赛12,041羽中勇夺冠军的赛鸽 这羽冠军鸽的父亲亦是 "杨" 
之直外孙 里欧.贺尔曼鸽的品质好得令人难以想象 

荷兰博格 (Borger) 的欧芬 (H.H. Oving) 
7获冠军&省赛鸽王冠军
通过威廉.迪布恩和爱亚卡普, 贺尔曼-裘斯特鸽来到罗伯特.欧芬
鸽舍 "546/05号" 来自迪布恩, 出自 "欧元全兄弟" X "帕拉切斯特与
神奇雌鸽王直女" (Daughter Platschijter/Wonderaske), 作出了顶尖
鸽王NL08-2044803, 他获得了2011年中距离省赛鸽王冠军, 是七冠
王！

德国罗德芬(Rhauderfehn) 
的拉尔夫.普拉特 (Ralf Platt) 
"超级799号" 直子是鸽舍顶尖种公
"超级799号" (Super 799) x "426号直女" (Daughter Den 426) 所作直
子是拉尔夫.普拉特鸽舍的顶级种公 这羽 "1046/08号" 的后代获得: 
RV雄鸽3位, 5位, 8位, 9位, 9位, 9位入赏; RV最佳幼鸽亚军&最佳
一岁鸽6位; RV最佳雄鸽5位, 赛绩为: 4位, 10位, 10位, 12位入赏; 
RV最佳幼鸽6位, 赛绩为: 2位, 10位, 17位, 1入赏; 而其中获得的最
夺人眼球的头衔是德国金鸽奖季军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Dubai) 的奥马尔&
艾哈迈德.哈姆利 (Omar & Ahmed Al Hamli) 
许多冠军鸽和鸽王
引入 "奥林匹克号" 的子代和孙代引导哈姆利兄弟在赛鸽运动中节
节走高 这些贺尔曼鸽的后代获得了许多冠军鸽和鸽王头衔 他们赢

得了2010年南非太阳城百万美元公棚赛第4场热点赛的4位以及决赛
中鸽王16位 在科威特举办的公棚赛中, 他们赢得了250公里赛程的
亚军和160公里赛程的4位 

荷兰乌尔克 (Urk) 
的科里.哈克沃特 (Corry Hakvoort) 
2012年WHZB青年组全国雄鸽冠军
科里.哈克沃特年仅14岁, 通过爱亚卡普她获得了年轻的好手鸽
NL09-4214556 "吉贝茨" (Jubbetje), 这羽雄鸽的种源是 "菲尼特全兄
弟" (brother to Finette), "426号", "郁金香" (Tulip) 等 这羽雄鸽带给
她难以忘怀的喜悦, 他赢得了许多赛事的前十强, 并且在2012年加
冕WHZB青年组全国雄鸽冠军 

德国奥伯豪森(Oberhausen) 的彼得&比安
卡.考克斯(Peter & Bianca Kockx ) 
以里欧.贺尔曼鸽获得冠军入赏
"这些贺尔曼真是棒极了！" 当彼得.考克斯谈及他鸽舍的贺尔曼鸽
的后代时, 难掩一脸兴奋 这家鸽舍的贺尔曼鸽的种源是知名的 "
萨菲尔", "奥林匹克号", "最爱配对", "新罗西", "杨" 等等 这些铭鸽的
后代在考克斯鸽舍为主人立下的功绩是: 盖尔恩豪森 (Gelhausen) 
1,932 羽中冠军&亚军; 韦茨拉尔 (Wetzlar) 2,127羽中1位, 2位, 3位, 
4位, 5位, 6位, 7位, 8位, 9位等等 (9羽入赏鸽中7羽为贺尔曼原舍鸽) 
; 沃特海姆 (Wertheim) 1,539羽中以7分钟领先优势获得冠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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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里欧.贺尔曼在百万美
元公棚赛中大展身手
2013年初的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赛场上，里欧.贺尔
曼鸽雄风大振。贺尔曼鸽是决赛的金牌和铜牌赢家
和大综合鸽王 (the Grand Average acebird) 赢家。这
些来自福塞拉尔大师级育种家的血系鸽再一次威名
远扬。

决赛冠军鸽是爱亚卡普父子的NL12-1231153“狂野
沙漠”(Untamed Desert)，这羽冠军鸽的母亲是“美
肩雌”(Schouder Duif)，是2006年时爱亚卡普从贺尔
曼-裘斯特鸽舍购得的一轮幼鸽中的一羽。她本身赛
绩不俗，获得过16入赏，并在3年中 (2007年至2009
年) 获得16次长距离赛的入赏，是全国鸽王16位。

而在南非百万美元公棚赛中表现最佳的一羽赛鸽可
能是DV05369-12-1121“普莱德”(Purdey)。这羽鸽
子的鸽主是汉斯-保罗.伊贝尔 (Hans-Paul Esser) 和
赫尔姆特&阿方斯.克拉斯 (Helmut & Alfons Klaas). 
这羽赛鸽夺得大综合鸽王的桂冠。在决赛中, 他获
得季军。在训飞赛和热点赛2,800羽至4,000羽参赛
鸽中, 他分获：3位、3位、6位、12位、15位、16
位、24位、38位、78位、89位入赏。他的母亲出
自“阿斯特利雌”(Asterix) 直女x贺尔曼-裘斯特
鸽。而获得汽车大奖的鸽王，也是贺尔曼-裘斯特鸽
的后代，鸽主德国山德父子 (H. & F. Sander) 是经
由威廉.迪布恩获得贺尔曼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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