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2月8日-12月21日  尽在WWW.PIPA.BE2014年12月8日-12月21日  尽在WWW.PIPA.BE

卡沙特-塞内沙： 
全部种鸽和最佳赛鸽拍卖

“金棕榈号”
Palme d’Or
BE09-6111726

2014年12月8日-12月21日  尽在WWW.PIPA.BE2014年12月8日-12月21日  尽在WWW.PIPA.BE

卡沙特-塞内沙： 
全部种鸽和最佳赛鸽拍卖

金棕榈号”
Or

BE09-6111726

“金棕榈号
Palme d
BE09-6111726

“尼古拉斯” 
Nikolaas
BE11-9065429





pipa auction





5

塞巴斯蒂安.卡沙特-塞内沙： 
将一生献给赛鸽运动

在当代赛鸽运动中，塞巴斯蒂安.卡沙特多年来以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赛鸽运动的前瞻眼光而闻
名。在他的赛鸽生涯中，他有机会在3家不同鸽舍担任鸽舍经理，他都展现了自己独到的眼光和方
法。成绩总是惊人地出色，这3家鸽舍都会迅速攀升至顶峰位置。他所到之处，都会以征服者的豪
情所向披靡。在经过几次变换后，他最终在位于罗塞尼（Russeignies）的鸽舍中集中精力地培育自

己的鸽系。

1972年3月26日，塞巴斯蒂安出生在比利
时的图尔奈（Tournai），著名的赛鸽冠军
摩利斯.卡沙特和妻子朱莉安娜.凡登布鲁奇
（Julienne Vandenbulcke）养育有三个儿
子：小摩利斯（Maurice Jnr）、塞巴斯蒂安
和格利高里（Gregory），塞巴斯蒂安安排
行第二。他们三兄弟都从小便被赛鸽运动
的魅力所感染。老摩利斯出生在弗莱芒的
维尔斯贝克（Wielsbeke），后来随父母搬
到圣莱杰（St Léger）地区。在这里他遇到
了朱莉安娜，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的母亲。他们结婚后，决定在这里定居。
很快他们便建起了一座鸽舍，这是摩利
斯.卡沙特赛鸽生涯的开端。当时是在1947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刚刚散尽。 
当时鸽友养鸽的羽数都很少，所有鸽子都
会被养在一座鸽舍内，成鸽、幼鸽在一
起。多数鸽友只参加短距离比赛，而长距
离赛仅仅由最大的鸽舍参加，他们一般都
是富人所有。战后时期摩利斯.卡沙特的赛
鸽天赋得到证明，他开始声名鹊起，这样
的名声很快便传遍四方，即便在他2013年5

月去世后也没有被遗忘。
当时摩利斯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家族故事
的开始，现在我们可以说卡沙特家族堪称
现代赛鸽运动最具神话色彩和标志性赛鸽
家族。摩利斯肯定拥有让鸽子得到良好发
挥的必要技能，但是很显然他也做了应该
做的来让自己的儿子成为鸽友，3位非常有
天赋的赛鸽管理者。摩利斯可能没有想到
他会将自己的激情传递给3个儿子，
赛鸽运动已经深深的根植于他的家族基因
遗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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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与动物接触。虽然不是鸽子，但是已经很接近了！

弗朗索瓦.塞内沙（左）与有“汉尼拔”之称的“艾迪麦克斯”在一起。塞巴斯蒂安与塞内沙先生一起有机会结识了很多人，并且参加了多项鸽坛盛事。

足球是塞巴斯蒂安的另外一项重要爱好。
在青年时代，他曾作为守门员参加了多赛季的比赛

年轻的塞巴斯蒂安正在西班牙拜访当时的鸽联主席卡洛斯.普拉思
(Carlos Marquetz Prats)

85年威尔森赛：在取得威尔森赛佳绩后，塞巴斯蒂安（右）
与父亲和弟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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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积累经验。
但是父亲的鸽舍
很小，一切都由
他自己打理。没
有什么工作可以
给小伙子留下。
他坚强的个性让
他渴望独立。塞
巴斯蒂安不想被
认为是一名配
角，他想自己参
赛并掌控全局。
在他只有14岁
时，弗朗索瓦.塞
内沙（Francois 
Sénéchal）聘请
他作为自己鸽舍
的经理。塞内沙

经营着一家服装公司La Redoute，平时忙碌
的他却对赛鸽运动非常痴迷。他没有时间花
在鸽舍，因此他决定雇人来管理他的鸽子。
在他与摩利斯进行了一番交谈后，决定请塞
巴斯蒂安来担任此职，结果塞巴斯蒂安立即
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弗朗索瓦.塞内沙此时并
不知道，这将是他整个赛鸽生涯中做出的最
好决定。他的鸽族迅速升至顶级水平，很快

便成为该地区最优秀的鸽舍之一。
塞巴斯蒂安独立的性格特点完美地适应了这
种情况，他在1986-1994年间担任塞内沙鸽
舍的经理。就在那段时间他真正地学会了作
为一名鸽友必需的知识，当然这任何阶段下，
他的发展也有很多运气成份。然而塞巴斯蒂
安的脱颖而出更多是依靠他的熟练、镇静和
认真。在塞内沙阶段后期，成绩废除出色，
他成功地以自己的能力让质疑的声音消失。

伊特鲁-
卡沙特搭档时期成为幼鸽赛专家

（1995年）
1995年他又被法国鸽友克劳德.伊特鲁
(Claude Hétru) 招聘，克劳德拥有一家育种
中心，当时他是欧洲最大的赛鸽富豪。伊特
鲁从比利时和荷兰名家那里引进了最好的鸽
系。这些引进被用来充实其育种中心。但是
伊特鲁还有其他的想法，他拥有蓬勃的雄心
来测试一下自己引进鸽的结果。塞巴斯蒂安
完美地适合他的计划。塞巴斯蒂安再次证明
他是新老板实现想法的正确人选。1995赛
季，伊特鲁-卡沙特搭档的幼鸽战队的统治
力令人印象深刻，每场比赛都是向世界展现
他们赛鸽品质的独特机会。然而这看起来更
像是对手行刑队。这次的合作只持续了一个
赛季。

弗朗索瓦.塞内沙（左）与有“汉尼拔”之称的“艾迪麦克斯”在一起。塞巴斯蒂安与塞内沙先生一起有机会结识了很多人，并且参加了多项鸽坛盛事。 以卡沙特-塞内沙的名义首次参赛
（1986-1994）

次子塞巴斯蒂安很快便从他的两名兄弟中脱
颖而出。他很小便对赛鸽运动十分迷恋，8
岁时便在闲暇时间跟随父亲。
被父亲的成绩以及世界各地到访鸽友的热烈
讨论所打动，鸽子将不会远离他的生活。除
了他的父亲，年轻的塞巴斯蒂安正在学习也

伊特鲁-卡沙特获得优秀成绩：
圣维茨- 1.042 羽 : 1,2,3,5,6,7,8,9,10,13,14,15,16,18,20,22,24,25,...

蒙塔吉斯- 217 羽 : 1, 2, 3, 4, 5,6,...

翔特利 - 412 羽 : 1, 2, 3, 5, 6, 7, 8,9,...

波治 - 578 羽 : 1, 2, 3, 4, 8,10,...

图利 - 303 羽 : 1,2,3,4,5,6,7,8,9,14,15,16,17,18,...

翔特利 - 570 羽 : 1, 2, 3, 6, 7, 9,10,...

图利- 419 羽 : 1, 2, 3, 5, 6, 7,9,...

翔特利 - 984 羽 : 1,2,3,4,5,6,7,9,11,12,13,...

翔特利 - 848 羽 : 1, 2, 4, 5,9,...

杜尔丹 - 526 羽 : 1, 3, 4, 5,7,…

翔特利 - 781 羽 : 1, 3, 9, 11,…

圣维茨- 1045 羽 : 1, 2, 5, 7,…

翔特利 - 722 羽 : 1, 3, 6,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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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特海姆（Otegem）的“黄金
女郎”的经理（1996-1999）

90年代最优秀的比利时鸽舍之一，西佛.托
伊（Sylvère Toye）也听说了这位极具天
赋的年轻赛鸽天才，决定与他进行接触。托
伊拥有很多屠宰场，但是当时他都已经将其
卖出。他拥有了更多闲暇时间来花费在鸽
舍，但是他真的想反过来做。托伊想更加轻
松地享受自己的爱好。此时他的鸽族已经身
居顶级水平，他想找到一个人，能够帮助他
保持鸽系的水平。如果能够做得更好，更是
满意。在他引进卡沙特家族在1992年艰苦
的蒙托邦赛全国赛中取得冠军的“无敌蒙托
邦”后（摩利斯的6项全国冠军的首项），
托伊与卡沙特家族有了良好的接触。
他看到了塞巴斯蒂安的技术水平，并决定在
1996赛季开始前雇佣他。他的任务是管理
整个赛鸽战队，特别是以鳏夫制参赛的雌
鸽。托伊是最早使用雌鸽参赛的鸽友之一。
确实当时没有人意识到一羽雌鸽能够取得什
么样的成绩。但是塞巴斯蒂安正是这样的大
师，他将无数次向全世界证明托伊决定聘请
他管理鸽舍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
1996年接手托伊鸽舍后，他便赢得了16项
冠军头衔。

1997年，他在托伊鸽舍取得了22项冠军。
他们还一起赢得了亚精顿全国赛15453羽幼
鸽组亚军，还有派利奎全国赛5594羽亚军。
然而这只是未来几个赛季将要取得的佳绩的
小部分。塞巴斯蒂安帮助托伊鸽族当时已
经在最高水平比赛，达到了比利时鸽坛统治
地位。1998赛季的首场全国赛波治赛毫无
疑问成为展示卡沙特能力的舞台。“黄金
女郎”战队参赛后取得了当时最佳成绩之
一。事实上此前从来没有看
到过这样对于一场比赛的统
治力。
全国赛3397羽雌鸽，托伊战
队赢得：
1, 3, 5, 8, 9, 13, 15, 18, 26, 
27, 36, 37, …

赛季结束，鸽舍取得5项全省
冠军。已经不用过多讨论！

一年后还是同样的比赛，让
我们同样出发并且重新开始

这次全国赛雌鸽共计4202羽，
托伊鸽系取得了如下成绩：
1, 12, 31, 47, 50, 57, 58, 63, 
66, 73, 75, 78, 80, 97, …

托伊鸽系在赛季末的拉索特年全国赛1334
羽成鸽组的表现同样出色。

1998赛季的成绩简直不敢相信：5项全省冠
军和无数次进入全国赛前100位！塞巴斯蒂
安为他在托伊鸽舍的经历用最美丽的方式进
行总结。因为1998赛季是他作为托伊鸽舍
经理的最后一个赛季。在厌倦了从家到欧特
海姆的奔波之后，塞巴斯蒂安决定结束与西
佛托伊的合作。在成功引导出鸽系的最大潜

西弗.托伊 
“黄金女郎”时代(1996-1998) 

1996 :
16次冠军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6位
拉索特年 10,530羽幼鸽组: 16, 31, 37, 44, 47, 49, …

1997 :
22次冠军
5次全省冠军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亚精顿全国赛15,443羽幼鸽组亚军
派利奎全国赛 5,594羽成鸽组亚军

1998 :
5次全省冠军
波治全国3,397羽雌鸽组冠军
波治全国 14,883羽一岁鸽组 : 10, 17, 27, 33, 34, 48, 59, ...



力，将鸽系引导到最优秀水平之后，这是退
出的最佳时机。他虽然离开但是与西佛仍然
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们成为一生的好友。

此时塞巴斯蒂安的头脑中现在已经有了自己
的想法...

自己参赛：圣莱杰篇章
(2000-2007)

1998年，他的儿子雨果（Hugo）出生，塞
巴斯蒂安最终决定留在出生的村庄圣莱杰。

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能够使翔赛鸽取得的
成绩。塞巴斯蒂安现在为自己的爱好而生
活，他决心在全国赛最高水平谋得自己的一
席之地。他在自己家建造了新鸽舍，并决定
使用卡沙特-塞内沙的名义参赛，以此来向
弗朗索瓦.塞内沙致敬，因为正是他给了塞
巴斯蒂安最初管理鸽舍参加实战的机会。
他的新鸽舍很快便拥有了比利时最佳鸽系：
乔治.波里（Georges Bolle）的“将军号”
（Generaal）鸽系、爱力克.林伯格的“灰苗

条汉”（Blue Slimmen）、盖比.凡德纳比
的“娇小号”和“白腹号”鸽系，当然还有
来自他的父亲和弟弟莫里斯和格利高里.卡
沙特（Maurice & Grégory Casaert）的“
纳斯达克”（Nasdaq）和“利蒙治国王”
（Limoges King）。这样雄厚的基础种鸽将
为他带来首胜。
2000年到2004年，考虑到原来的专长，他
主要参加幼鸽赛。从1999年底，他开始在信
息世界工作，这份工作直到2006年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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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4年中，塞巴斯蒂安成为比利时最优秀
的幼鸽赛专家之一，2003赛季可能是最好
的。他总是能够在比赛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得益于从来不会满足的性格：他完全征服了
对手。
事实上，包揽一场比赛的前10-15位，对于
他来说并非少见，
这要感谢他令人深刻的打钟技巧。一般情况
下入赏率和进入前1%的也接近完美。事实上
近年来，他成为幼鸽赛的参照鸽舍，比利时
南部的最佳。他也开始挑战自己的父亲摩利
斯本人。
但是他很快便得出结论在幼鸽赛季后便不再
让他们参赛确实不好，因此他决定建立一支
一岁鸽战队来参加2005年比赛。使用鳏夫
制参赛，他的小战队由16羽雄赛鸽和8羽雌
赛鸽组成，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塞巴斯蒂安
最后获得了全国一岁鸽最佳鸽舍10位。这是
只参加幼鸽赛时代的结束。后来他决定让自
己的职业服从爱好，而不是反过来。塞巴斯
蒂安辞去了在信息世界的工作，为私人社团
做运输司机。他每天早早起床，在15点回到
家，这对于照顾鸽子来说时间非常适合。他
的妻子安妮（Anne）也会提供帮助，在早
晨管理鸽子。儿子雨果也开始对赛鸽运动感
兴趣。

2006赛季
2006赛季过
后，多数比利时
鸽友开始意识到
卡沙特-塞内沙
鸽族即将在未来
几年中成为比利
时最具实力的鸽
舍之一。2006
年，鸽族还多多
少少有些稚嫩，
塞巴斯蒂安将成
为瓦隆（Wallonia）地区的领先鸽舍。当年
他就收获5项全省冠军，这是不可能忽略的。
今年6月10日的查特路半全国赛，这家鸽舍
以巨大优势获得前所未见的成功：
查特路 – 11,526羽成鸽 : 2, 76, …
查特路 – 7,495羽一岁鸽 : 1, 5, 8, 9, 13, 17, 
66, 73, 77, …
对于最后的质疑者，塞巴斯蒂安告诉他们他
不仅是幼鸽赛专家，他们最好为此做好准
备。
另外有趣的是当年能够击败他的唯一鸽友就
是父亲摩利斯。但是赛鸽记者杨-菲利普.德马
勒（Jean-Philippe Delmarle）在他的报道中
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家族能够

在一场重要的比赛中展现这样的智慧！”
8年后，我们只能说他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塞巴斯蒂安并没有意识到，但是那场比赛的
前2羽归巢鸽“斯坦”（Stan，获得半全国赛
成鸽亚军）及其直子“斯利姆”（Slim，获
得半全国一岁鸽组冠军）将很快进行配对，
能够为他的鸽系带来第二春，在他的第一代
种鸽“VIP”、“斯宾斯”（Spencer）或“
香奈儿”（Chanel）放到种鸽舍后，父亲和
儿子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斯坦”王朝仍
然是现在赛鸽战队的主要血系。
2007年他又取得了一项佳绩，获得了他的首
项全国最佳鸽舍头衔：KBDB全国小中距离幼
鸽组最佳鸽舍冠军。

  在圣莱杰取得的优秀赛绩
‘07年KBDB全国中距离幼鸽组最佳鸽舍冠军
‘06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最佳鸽舍6位
‘05年KBDB全国一岁鸽最佳鸽舍10位
‘06年查特路半全国7495羽一岁鸽组1, 5, 8, 9, 13, 17, …
‘03年布洛瓦联省5622羽幼鸽组冠军
‘06年拉索特年半全国赛5621羽一岁鸽冠军
‘06年查特路半全国11526羽成鸽组亚军
‘06年利蒙治全国15364羽一岁鸽组4位
‘07年拉索特年全国18973羽幼鸽组4位
‘03年亚精顿全国17129羽幼鸽组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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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再度重演：在达到顶端后，塞巴斯蒂安
决定结束在圣莱杰的篇章。
他与妻子安妮一起建造一座新房子，他们决
定将圣莱杰的房子出售。
塞巴斯蒂安开始了新的篇章。他很快将意识到
这将成为他整个赛鸽生涯中最为美丽的部分。

罗塞尼（Russeignies）
的两项杰出成绩 (2008-2014)

作为一名职业鸽友，塞巴斯蒂安要保证他的
新鸽舍比房子更早完工。这对于多数鸽友来
说都很普遍。在建设期间，他居住在佩克
（Pecq）的房子。然而他的第一间鸽舍完工
时，他将2008年出生幼鸽放在新鸽舍。他
在新鸽舍赢得的首项成绩当然与在圣莱杰类
似。事实是塞巴斯蒂安能够使翔成鸽和一岁
鸽取得与幼鸽同样出色的成绩。他是唯一做
到这一点的鸽友。这是他在2009 年取得的
部分成绩：
伊坦普斯– 688羽一岁鸽 : 
1, 2,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6, 
18, 19, 21, 29, 33, 35, … (37/43) 
波治全国 – 22,499羽一岁鸽 :
7, 8, 16, 37, 75, 122, 137, 162, 243, 309, … 
(37/48)
伊苏顿联省 – 5,848羽一岁鸽 : 
25, 27, 32, 38, 39, 44, 46, 49, 52, 56, 65, 

86, 87, 93, ... (37/48)
查特路半全国 – 7,871 羽一岁鸽 :
3, 6, 7, 20, 23, 34, 35, 55, 58, 71, 75, 94, 113, 
138, 143, 144, 145, … (40/64)
看看这些成绩，您也会被震惊。谁不会呢？
塞巴斯蒂安对比赛成绩进行了分析，一个名字
进入他的思绪：葛斯顿.范德瓦尔。几周后，
他来到贝拉尔来引进一些鸽子。不到2年后，
他便知道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好交易。
此外，他还与好友佑斯特.狄史麦特-瑞斯帝安
(Joost De Smeyter-Restiaen) 交换了一些鸽子。
2010赛季的表现与前几个赛季同样优秀。在
2010年末，鸽舍已经获得17项不同的头衔，
在不同的锦标中。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下个赛
季！
2011赛绩在令人印象深刻的节奏中开始，赛
季首场比赛后他便具备了不可战胜的气势，塞
巴斯蒂安在威尔森国际赛中再次赢得令人印象
深刻的胜利，依靠“阿玛丽娅”他获得6659
羽一岁鸽组冠军（17021羽最高分速），几
个月后，这羽雌鸽获得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
王，这是比利时赛鸽运动最具威望的奖项之
一。她的母亲 “金棕榈号”（Palme d’Or）
来自2年前他拜访葛斯顿.范德瓦尔鸽舍时的那
次引进。“金棕榈号”为范德瓦尔的基础种
鸽 “乳酪小子”的外孙女。 

欢笑与泪水共存的2013年
2013年初雨果被诊断出患有脑部肿瘤，一切
蒙上了阴影。那是家族最黑暗的日子。但是
卡沙特决定团结在一起。原本在鸽舍度过的
无数小时如今花费在了去医院的路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赛鸽当然被放到了第二位。
但是几周后，厄运再次来临。这次是整个家
族的家长摩利斯，他的健康状况在最后几周
极具恶化并去世，享年81岁。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塞巴斯蒂安竭尽全力
还是在2013年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他并没有
足够的时间来一天24小时做想做的事情，但
是他能够得到来自家庭的坚定支持。最后的
成绩非常出人意料：在他凭借阿玛丽娅首次
获得全国鸽王头衔后，这次“尼古拉斯”再
次获得锦标：他获得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
鸽组鸽王冠军。3年内第2次获得这项头衔绝
对是杰出的成绩。如果你知道这两羽鸽王均
出自同一羽母亲鸽，会感到简直是不可想象
的！这就是“金棕榈号”被认为是世界赛鸽
史上最优秀种雌之一的原因。
3年内两度获得全国鸽王头衔确实是令人难以
置信的事实。但是一羽种雌鸽子代获得如此
优异的成绩更是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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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悍的性格
读到他的个人故事后，你的头脑中会直接闪
现一些念头：他强烈的取胜意志。从童年开
始，塞巴斯蒂安就是天生的赢家，被他的获
胜欲望和经常喜欢参加比赛所刺激。凭借这
样的性格，赛鸽运动完美地适合他的性格和
取胜意志。我们用他的话来描述自己的性格：
 “赛鸽运动对我来说非常兴奋和具有刺
激性。如果你想要进步，你就要不断地发
问。”
从以上的言语中您可以发现他的满腹激情，
为了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能力，保证鸽子取
得最优秀的成绩，他每天早晨都早早起床。

除此之外，不断的提问也是众多伟大冠军赛
手都具备的特征，塞巴斯蒂安也不例外。
如果你想了解一些关于他比赛管理的更多信
息，其实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当然，你需要
能够尽可能地派出最优秀的赛鸽参赛，在对
成绩进行一番分析之后，你才能够得到你要
访问的鸽友的名字。在他自己进行分析之
后，发现他应该拜访葛斯顿.范德瓦尔。剩下
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
最后关于比赛方面，方法也很简单：
育种-比赛-汰选。这需要多年的辛勤付出，你
才能够在自己的比赛级别中闪亮发挥。塞巴
斯蒂安.卡沙特就是最好的实例。

应得的休息
全部鸽族，除了2014年生大部分幼鸽外，都
将在今年冬季被拍卖。这个决定可能会让很
多人感到惊奇，但是也经过了认真的考虑。
他能够成功地达到这样的水平，都是依靠一
年365天的辛勤付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卡沙特家族经历了很多事件风雨，不论是正
面还是负面都让人难以忘怀。塞巴斯蒂安承
认他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很疲累，他希望能够
恢复一下。这就是他决定 将鸽族出售出售的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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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大羽数比赛所获冠军
2011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组鸽王冠军

11年威尔森6659羽冠军

11年波治4281羽冠军

14年查特路4062羽冠军

14年蒙吕松3892羽冠军

13年波治3226羽冠军

13年拉索特年2595羽冠军

09年图勒2579羽冠军

13年拉索特年2569羽冠军

12年图勒2179羽冠军

14年威尔森1531羽冠军

12年波治1489羽冠军

11年布洛瓦1448羽冠军

14年布瑞福1429羽冠军

08年奥尔良1372羽冠军

11年亚精顿1283羽冠军

13年波治1259羽冠军

12年内佛斯1243羽冠军

12年亚精顿1209羽冠军

13年亚精顿1036羽冠军

12年威尔森1010羽冠军

杰出赛绩
伊坦普斯2009年 – 688 羽 :1, 2,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6, 18, 19, ...波治 2009年 - 773 羽 :1,2,3,5,8,9,10,12,15,18,...

查特路 2009年 - 755 羽一岁鸽组 :1,2,3,6,7,11,12,14,13,15,16,19,...
图利 2010年 - 303 羽 :1,2,3,4,5,6,7,8,9,10,...
盖雷2010 年- 738 羽 :1,2,3,6,7,9,12,13,15,17,...
安吉维尔2011年 - 618 羽 :1,2,6,7,10,11,12,13,16,18,19,20,...
苏斯通2012年- 406 羽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蒙吕松 2013年– 257 羽 :1, 2, 3, 4, 6, 7, 8, 10, 11, 13, 14, 15, ...查特路 2013年 – 309 羽 :1, 2, 4, 5, 7, 9, 10, 11, 12, 13, 15, 18, 20, ...拉索特年 2013年– 462 羽 :1, 2, 3, 4, 5, 6, 9, 13, 15, ...

威尔森2014年 – 235 羽 :1, 2, 3, 4, 5, 6, 7, 8, 9, 10, ...
波治 2014年- 423 羽 :1,2,3,4,5,6,7,9,11,12,13,16,18,19,20,...

罗塞尼的黄金时代
2008 : 5次冠军
2009 : 9次冠军
2010 : 25次冠军
2011 : 24次冠军
2012 : 32次冠军
2013 : 34次冠军
2014 : 29次冠军
7个赛季总计获得158项
冠军（没有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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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棕榈号(Palme D’Or)血系育种成绩:
作育的子代（2010年-2014年）所取得的成绩

2011年比利时KBDB 大中距离全国鸽王 冠军  (阿玛丽娅 (Amalia))

2013年比利时KBDB 大中距离成鸽组全国鸽王 冠军 (尼古拉斯 (Nikolaas))

2011年威尔森联省                 6659羽         冠军 (阿玛丽娅)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              2569羽         冠军 (尼古拉斯)

2011年亚精顿联省                 1289羽         冠军 (阿玛丽娅)

2011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         868羽         亚军 (阿玛丽娅)

2013年查特路II全国大区           735羽         亚军 (尼古拉斯)

2013年拉索特年全省              1131羽         季军 (威廉(William))

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           4390羽       第5位 (尼古拉斯)

2011年威尔森全省                 6659羽       第6位  (苏莫(Sumo))

2013年波治全省                     1259羽       第7位  (永远(Always))

2013年波治全省                     1326羽        第8位  (G. A. 路易斯)

2012年亚精顿全省                 1864羽       第9位  (摩利斯(Maurice))

2011年沙特全国大区              7487羽     第10位 (阿玛丽娅)

2012年亚精顿全省                 1864羽     第10位 (尼古拉斯)

2012年蒙吕松全省                 2096羽     第11位  (威廉)

2013年蒙吕松全国大区           3716羽     第13位 (尼古拉斯)

2012年布洛瓦全省                 3426羽     第14位 (G. A. 路易斯(G.A. Louis))

2012年波治全国赛                16859羽     第20位 (尼古拉斯)

2013年波治全省                     1467羽     第22位  (威廉)

2012年查特路全省                 3835羽     第41位 (尼古拉斯)

2012年查特路全国赛           15902羽     第45位 (阿玛丽娅”的姐妹)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              4055羽     第56位  (2013-074 号)

2011年波治联省                     9071羽     第80位 (阿玛丽娅  的姐妹)

2011年波治全国赛                31719羽     第95位 (爱丽舍(Aly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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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奇的母亲

史上最强种雌？

出自葛斯顿.范德瓦尔(Gaston Van De Wouwer)鸽系

2009年赛绩一出，塞巴斯蒂安被范
德瓦尔的成绩深深地折服了。在这
个赛季最后一场全国赛盖雷之前，
范德瓦尔在亚精顿和拉索特年比赛
中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塞巴斯蒂
安注意到了这些好成绩，于是在盖
雷比赛当天上午主动联系了范德瓦
尔，询问是否愿意出售一些鸽子，
同时也祝福他在比赛中取得好成
绩。几个小时之后，范德瓦尔夺得
了盖雷全国赛14245羽幼鸽赛的魁
首。一星期之后，塞巴斯蒂安赶往
了范德瓦尔位于贝拉尔的鸽舍看看
出售的几羽鸽子，并带回来了下面
几羽优秀种鸽： “金棕榈号”
 “她比其他的鸽子稍大几个月，但
是当我握住她的时候，我就感受到
了她的与众不同。我对这羽鸽子非
常有感觉，于是就买下她带回罗塞
尼。我坚信她会给我作育出优秀的
赛鸽，但是没想到她能出色到这个
地步。‘了不起的母亲’这个头衔
它绝对是当之无愧。”

“金棕榈号”
(Palme d’Or)

环号BE09-6111726
作育出“尼古拉斯” 和“阿玛丽娅”

令人惊奇的母亲
出自葛斯顿.范德瓦尔出自葛斯顿.范德瓦尔(Gaston Van De Wou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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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阿玛丽娅” (Amalia)*

BE10-9039333
为了争取拿下2011年全国鸽王的
头衔，“阿玛丽娅”做出了不少努
力，斩获很多好成绩。但是要取得
好成绩，作为她的培养者，塞巴斯
蒂安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事实
也是如此，在整个赛季里，塞巴斯
蒂安由始至终地让“阿玛丽娅”
保持在绝佳的状态。5月21日那
天，“阿玛丽娅”获得了威尔森联
省一岁鸽组6659羽的冠军。这是它
第一次获得全国比赛的桂冠。三个
月之后，在8月27日的拉索特年比
赛中，她又获得了赛鸽比赛生涯中
最后一次冠军，这也是她获得的第
四个全国冠军。

“吉尔特”（De Geert） 
BE06-2178778

爱力克.林伯格原舍

“金棕榈号”
BE09-6111726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2011年威尔森联省6659羽 冠军；
2011年亚精顿联省1289羽 冠军；
2010年波治赛188羽 冠军；
2011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11868羽 亚军；
2011年沙特全国大区7487羽 第10位。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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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冠军得主
2012年4场大中距离全国赛的比利时
最佳一岁鸽第7位

“尼古拉斯”(Nikolaas)

环号BE11-9065429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

尽管塞巴斯蒂安过去的成绩让人印
象深刻，但是他宝贵的赛鸽却从
来没有在全国级别的比赛中拔得
头筹。不过显然这也只是迟早的
事。“尼古拉斯”在2013年拉索特
年全国赛上就实现了突破。塞巴斯
蒂安在看到天气预报的时候就非常
有信心，天气预报说将会十分闷热
和有强劲逆风。它一举夺得联省冠
军，并且在全国排名第9位。这也
解释了为什么“尼古拉斯”对于塞
巴斯蒂安来说意义非凡的原因。

2013年比利时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成鸽组 冠军

五项冠军得主
2012年4场大中距离全国赛的比利时
最佳一岁鸽第7位

环号BE11-9065429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

“罗迪欧”（Rodeo） 
环号BE09-5110352

罗森.波斯(Pros Roosen)原舍

“金棕榈号”
环号BE09-6111726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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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全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全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全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全姐妹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全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永远”(Always)

BE12-9032023
“阿丽西娅” (Alissia)

BE10-9039398

“葛蒂娅”(Guardia)

BE13-9029074

作育子代获得：
波治全省1259羽 第6位（“12-166号”）；
全国大区2377羽 第17位；
盖雷235羽 冠军（“12-166号”）；
皮塞佛275羽 亚军（“12-166号”）；
奥尔良317羽 季军（“12-008号”）；
“凯莎”（Keisha，14-303号）的祖母，“凯莎”由
皮埃尔鸽舍使翔（Pierre R&D）
2014年莫米尼292羽 冠军；
2014年路易斯515羽 亚军；
2014年盖雷全国赛16619羽 第8位；
2014年拉索特年全省944羽 第8位。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全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

永远
BE12-9032023

葛蒂娅

作育子代获得：作育子代获得：作育子代获得：作育子代获得：
波治全省1259羽 第6位（“12-166号”）；波治全省1259羽 第6位（“12-166号”）；波治全省1259羽 第6位（“12-166号”）；
全国大区2377羽 第17位；全国大区2377羽 第17位；全国大区2377羽 第17位；
盖雷235羽 冠军（“12-166号”）；盖雷235羽 冠军（“12-166号”）；盖雷235羽 冠军（“12-166号”）；
皮塞佛275羽 亚军（“12-166号”）；皮塞佛275羽 亚军（“12-166号”）；皮塞佛275羽 亚军（“12-166号”）；
奥尔良317羽 季军（“12-008号”）；奥尔良317羽 季军（“12-008号”）；奥尔良317羽 季军（“12-008号”）；
“凯莎”（Keisha，14-303号）的祖母，“凯莎”由“凯莎”（Keisha，14-303号）的祖母，“凯莎”由“凯莎”（Keisha，14-303号）的祖母，“凯莎”由
皮埃尔鸽舍使翔（Pierre R&D）皮埃尔鸽舍使翔（Pierre R&D）
2014年莫米尼292羽 冠军；2014年莫米尼292羽 冠军；2014年莫米尼292羽 冠军；
2014年路易斯515羽 亚军；2014年路易斯515羽 亚军；2014年路易斯515羽 亚军；
2014年盖雷全国赛16619羽 第8位；2014年盖雷全国赛16619羽 第8位；2014年盖雷全国赛16619羽 第8位；
2014年拉索特年全省944羽 第8位。2014年拉索特年全省944羽 第8位。2014年拉索特年全省944羽 第8位。

2013年庞特108羽 季军；
2013年波治全省1259羽 第7位；
全国大区2377羽 第19位。

2014年南图231羽 季军；
2014年波治991羽 第10位；
全省2702羽 第38位；
2014年查特路联省4062羽 第53位；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4055羽 第56位。

(Ali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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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全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子
“阿玛丽娅”的全兄弟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子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全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女“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子
“阿玛丽娅”的全兄弟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子

‘‘阿拉丁’’(Aladin)

BE11-9079500
‘‘阿玛斯’’(Amas)

BE13-9029243

“戈多” (Gerdor)

BE13-9029058
“阿米莉娅”(Amilia)

BE12-9032024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子
“阿玛丽娅”的全兄弟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吉尔特”x“金棕榈号”的直子
“阿玛丽娅”的全兄弟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阿玛丽娅”的全兄弟以及姐妹

2013年庞特108羽 季军；
2013年波治全省1259羽 第7位；
全国大区2377羽 第19位。

2014年南图231羽 季军；
2014年波治991羽 第10位；
全省2702羽 第38位；
2014年查特路联省4062羽 第53位；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4055羽 第56位。

作育直女 “喀什莉娅”（Kashilia）

2013年皮赛佛203羽 亚军；

2014年波治423羽 第14位；

全国大区4055羽 第38位；

2014年威尔森全省1101羽 第9位；

2014年查特路联省4062羽 第5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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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成鸽组冠军之父

“罗蒂欧”（Rodeo）

环号BE09-5110352
“尼古拉斯”的父亲

出自罗森.波斯（Pros Roosen）鸽舍

育种成绩：
子代获得：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 冠军  (尼古拉斯)

2012年4场全国大中距离赛比利时最佳一岁鸽 第7位 (尼古拉斯)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                       2,569羽     冠军 (尼古拉斯)

2014年索佩斯                                     909羽     冠军 (鲁比)

2013年安吉威尔                                 246羽     冠军 (尼古拉斯)

2013年安吉威尔                                 185羽     冠军 (罗迪利亚)

2013年查特路II全国大区                    735羽     亚军 (尼古拉斯)

2013年蒙吕松                                     250羽     亚军 (摩利斯)

2013年查特路I全国大区                  4,390羽   第5位 (尼古拉斯)

2014年索佩斯                                  1,483羽   第5位 (罗迪利亚)

2014年威尔森联省                           3,008羽   第7位 (罗迪利亚)

2014年图勒联省                              1,326羽   第7位 (13-165号)

2012年亚精顿全省                           1,864羽   第9位 (摩利斯)

2012年亚精顿全省                           1,864羽 第10位 (尼古拉斯)

2013年蒙吕松全国大区                   3,716羽 第13位 (尼古拉斯)

2013年拉索特年全省                       1,123羽 第16位 (斯坦娜拉)

2012年波治全国赛                        16,859羽 第20位 (尼古拉斯)

2014年蒙吕松联省                           4,981羽 第23位 (鲁比)

2012年查特路联省                           3,835羽 第41位 (尼古拉斯)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                       3,788羽 第57位 (罗迪利亚)

BE08-5068219
“福雷迪”和“灰王子”

(Freddy & Blauwe Prins) 的孙代

BE04-5226516
“浅斑福雷迪”(Lichte Freddy) 

– “福雷迪”直子

BE05-5133444
“闪电号”直子和“查特路”近血

BE06-5100778
“小公主”（Prinseske）

 – “灰王子”直女

BE05-5133596
“银色配对”

（Zilveren Koppel）直孙女

BE06-5100977
“闪电号”（Flits）的直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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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种雌“金棕榈号”
BE09-6111726
“尼古拉斯”的母亲鸽
“阿玛丽娅”的母亲鸽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成鸽组冠军之母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BE02-6183083
祖父：2010年拉索特年全国赛

17005羽冠军

BE00-6485499
“金翼号”(Goldwin) -  超级种鸽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 世界经典顶级种鸽

BE00-6540682 
直女：布洛瓦全省冠军

BE04-6307210
2004年俱乐部鸽王

BE07-6033018
乳酪小子直女



24

“尼古拉斯” (Nikolaas)

BE11-9065429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

5项冠军得主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赛 冠军；

2012年4场大中距离全国赛比利时最佳一岁鸽 第7位；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2,569羽 冠军（1139米/分钟）；

全国赛9,548羽 第9位；

2013年查特路I 317羽 冠军（1173米/分钟）；

全国大区4,390羽 第5位；

全国赛 22,254羽 第97位；

2013年蒙吕松250羽 冠军（1491米/分钟）；

全国大区3,716羽 第13位；

2013年安吉威尔246羽 冠军（1426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II 71羽 冠军（1489米/分钟）；

全国大区735羽 亚军；

2012年波治I全省1,690羽 第4位（1189米/分钟）；

全国赛16,859羽 第20位；

2012年亚精顿全省1,864羽 第10位（1563米/分钟）；

全国赛22,384羽 第328位；

2012年查特路联省3,835羽 第41位（1183米/分钟）；

2012年蒙吕松全省2,096羽 第56位（1378米/分钟）。

“

5项冠军得主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赛 冠军；

2012年4场大中距离全国赛比利时最佳一岁鸽 第7位；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2,569羽 冠军（1139米/分钟）；

全国赛9,548羽 第9位；

2013年查特路I 317羽 冠军（1173米/分钟）；

全国大区4,390羽 第5位；

全国赛 22,254羽 第97位；

2013年蒙吕松250羽 冠军（1491米/分钟）；

全国大区3,716羽 第13位；

2013年安吉威尔246羽 冠军（1426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II 71羽 冠军（1489米/分钟）；

全国大区735羽 亚军；

2012年波治I全省1,690羽 第4位（1189米/分钟）；

全国赛16,859羽 第20位；

2012年亚精顿全省1,864羽 第10位（1563米/分钟）；

全国赛22,384羽 第328位；

2012年查特路联省3,835羽 第41位（1183米/分钟）；

2012年蒙吕松全省2,096羽 第56位（1378米/分钟）。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赛成鸽组冠军

“罗蒂欧”
环号BE09-5110352
出自罗森·波斯鸽舍

“金棕榈号”
环号BE09-6111726

出自葛斯顿·范德瓦尔鸽舍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赛成鸽组冠军

环号BE09-5110352
出自罗森·波斯鸽舍

环号BE09-6111726
出自葛斯顿·范德瓦尔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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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蒙吕松50羽 亚军
（1469 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全省1864羽 第9位（1564米/分钟）
子代曾获得：
2013年波治全省1259羽 冠军（“凯特”(‘Kate’)）；
全国赛13588羽 第27位；
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1015羽 第4位（“凯特”）；
2014年杜尔斯全省1108羽 第8位（“2014-024号”）。

“摩利斯”（Maurice）

BE11-9065428
“阿玛丽娅”半兄弟

2013年蒙吕松赛
2013年这场当地赛成绩最好地说明
这支鸽王血统具备能为您轻松赢得
好成绩的实力。在这场全国赛中，
俱乐部共上笼250羽成鸽，塞巴斯
蒂安鸽系包揽前3名！冠军鸽就是
后来的鸽王 “尼古拉斯”，而亚军
被他的同窝兄弟“摩利斯”获得。 
“吉尔特” （“阿玛丽娅”的父
亲，“阿玛丽娅”是2011年全国赛
鸽王冠军）的直子则将季军斩获，
赢得不费吹灰之力！

2013年蒙吕松50羽 亚军
（1469 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全省1864羽 第9位（1564米/分钟）
子代曾获得：
2013年波治全省1259羽 冠军（“凯特”(‘Kate’)）；
全国赛13588羽 第27位；
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1015羽 第4位（“凯特”）；
2014年杜尔斯全省1108羽 第8位（“2014-024号”）。

BE11-9065428
“阿玛丽娅”半兄弟2013年这场当地赛成绩最好地说明

这支鸽王血统具备能为您轻松赢得

后来的鸽王 “尼古拉斯”，而亚军
被他的同窝兄弟“摩利斯”获得。 

“尼古拉斯”同孵兄弟

“罗蒂欧”
BE09-5110352
罗森.波斯原舍

“金棕榈号”
BE09-6111726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吉尔特” （“阿玛丽娅”的父
亲，“阿玛丽娅”是2011年全国赛
鸽王冠军）的直子则将季军斩获，
赢得不费吹灰之力！

亲，“阿玛丽娅”是2011年全国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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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全兄弟
“玛西蒙”（Maximus）

BE11-9051842
“玛西欧”（Maxou）

BE11-9051841

出自“罗蒂欧”x“金棕榈号”
“尼古拉斯”的全兄弟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

出自“罗蒂欧”x“金棕榈号”
“尼古拉斯”的全兄弟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阿玛丽娅”的半兄弟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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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墨”（Sumo）

BE10-9039255
“嘉雅妮”（Gayane）

BE10-9039392

“索尔”（Saul）x“金棕榈号”
作育直子

“阿玛丽娅”及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吉尔特”x“史黛西”
（Stecy）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半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吉尔特”x“卡梅利亚”的直女
（“卡梅利亚”为“金棕榈号”的全姐妹）

“阿玛丽娅”的半姐妹

“吉尔特”x“卡梅利亚”的直女

“吉妮”（Genie）

BE12-9056253

嘉雅妮
BE10-9039392

“吉尔特”x“史黛西”“吉尔特”x“史黛西”
（Stecy）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半姐妹

吉妮
“吉尔特”x“卡梅利亚”的直女

（“卡梅利亚”为“金棕榈号”的全姐妹）
“阿玛丽娅”的半姐妹

“吉尔特”x“卡梅利亚”的直女

吉妮
BE12-9056253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姐妹

2011年杜尔斯113羽 亚军（1803米/分钟）；
2011年威尔森联省6659羽 第6位（1331米/分钟）；
2010年盖雷全省738羽 第7位（1123米/分钟）；
2010年拉索特年全省1035羽 第20位（1298米/分钟）；
子代“13-199号”获得
2014年蒙吕松联省4981羽 第24位；
孙代曾获得
2013年比利时赛鸽大师 冠军。

子代“内佛斯”获得
内佛斯联省1283羽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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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威佐”（Trevizo）

BE11-9065229
“嘉泽勒”（Gazelle）

BE13-9029034

出自“吉尔特”x“史黛西”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

“吉尔特”x“"卡普西尼”
（Capucine）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半姐妹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姐妹

“吉尔特”x“"卡普西尼”的直子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

“吉尔特”x“"卡普西尼”的直子

“奥达华”（Odawa）

BE13-9029033

嘉泽勒
BE13-9029034

“吉尔特”x“"卡普西尼”“吉尔特”x“"卡普西尼”
（Capucine）的直女

“阿玛丽娅”的半姐妹

奥达华
“吉尔特”x“"卡普西尼”的直子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
“吉尔特”x“"卡普西尼”的直子

奥达华 （Odawa）

BE13-9029033

2013年安吉维尔246羽 亚军（1416米/分钟）；
2013年奥尔良139羽 亚军（1139米/分钟）；
2014年利蒙治945羽 季军（1060米/分钟）；
联省4,580羽 第20位；
2013年蒙吕松250羽 第4位（1462米/分钟）；
2014年亚纳克全省618羽 第12位（1089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全省1864羽 第27位（1526米/分钟）；
2013年莱邦纳联省1635羽 第29位（944米/分钟）
2012年庞特243 羽 第4位（1483米/分钟）。

（Trevizo）

“阿玛丽娅”的半兄弟姐妹

2013年安吉维尔246羽 亚军（1416米/分钟）；2013年安吉维尔246羽 亚军（1416米/分钟）；2013年安吉维尔246羽 亚军（1416米/分钟）；2013年安吉维尔246羽 亚军（1416米/分钟）；2013年安吉维尔246羽 亚军（1416米/分钟）；2013年安吉维尔246羽 亚军（1416米/分钟）；
2013年奥尔良139羽 亚军（1139米/分钟）；
2014年利蒙治945羽 季军（1060米/分钟）；

2013年蒙吕松250羽 第4位（1462米/分钟）；
2014年亚纳克全省618羽 第12位（1089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全省1864羽 第27位（1526米/分钟）；
2013年莱邦纳联省1635羽 第29位（944米/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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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的半兄弟姐妹

“罗曼娜”（Romane）

BE12-9032144

“罗迪欧近血” (Inbred Rodeo)

BE13-9029324

“罗迪欧”X“09-764号”的直女
“尼古拉斯”半姐妹

“罗迪欧直子”X“罗迪欧直女”
“尼古拉斯”半姐妹

2013年皮塞佛394羽 第6位；
2012年拉索特年276羽 第7位；
2012年布洛瓦全省591羽 第8位。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 2595羽 第30位（1083米/分钟）；
2013年波治联省2594羽 第57位（1043米/分钟）。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 2595羽 第30位（1083米/分钟）；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 2595羽 第30位（1083米/分钟）；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 2595羽 第30位（1083米/分钟）；
2013年波治联省2594羽 第57位（1043米/分钟）。2013年波治联省2594羽 第57位（1043米/分钟）。2013年波治联省2594羽 第57位（1043米/分钟）。

罗曼娜
BE12-9032144

“罗迪欧”X“09-764号”的直女“罗迪欧”X“09-764号”的直女
“尼古拉斯”半姐妹

“斯坦娜拉”（Stanara）

环号：BE12-9032031

“罗迪欧”X“斯坦娜”的直女
“尼古拉斯”和“爱黛儿”的半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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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鲁比”（Ruby）

BE13-9029075
“罗迪利亚”（Rodalia）

BE12-9108237

“罗迪欧”X“斯嘉丽”的直女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罗迪欧”X“卡梅利亚”(Kamelia) 的直女
(“卡梅利亚”为金棕榈号”全姐妹)

“尼古拉斯“半姐妹
2014年索佩斯909羽 冠军（1163米/分钟）；
2014年蒙吕松联省4981羽 第23位（1197米/分钟）；
2014年威尔森全省1101羽 第47位（1094米/分钟）。

2013年安吉维尔185羽 冠军（1117米/分钟）；
2014年波治372羽 季军（1163米/分钟）；
全国大区3788羽 第57位；
2014年索佩斯1483羽 第5位（1146米/分钟）；
2014年威尔森联省2008羽 第7位（1144米/分钟）；
半全国10480羽 第4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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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安吉维尔185羽 冠军（1117米/分钟）；
2014年波治372羽 季军（1163米/分钟）；
全国大区3788羽 第57位；
2014年索佩斯1483羽 第5位（1146米/分钟）；
2014年威尔森联省2008羽 第7位（1144米/分钟）；
半全国10480羽 第45位。

“罗迪欧”X“阿玛莉亚全姐妹”
的直子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罗迪欧”X“卡梅利亚”的直女
（“卡梅利亚”为“金棕榈号”

的全姐妹）

“罗迪欧”X“阿玛莉亚全姐妹”“罗迪欧”X“卡梅利亚”的直女 “罗迪欧”X“阿玛莉亚全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罗迪欧”X“阿玛莉亚全姐妹”“罗迪欧”X“卡梅利亚”的直女
（“卡梅利亚”为“金棕榈号”
“罗迪欧”X“卡梅利亚”的直女

 “罗迪欧女孩” (Rodeo’s Girl)

BE13-9029386
 “尼古拉斯半兄弟”  (Halfbrother Nikolaas)

BE13-9029394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姐妹
“地狱女孩”（Inferno Girl）

BE13-9029196
 “康纳”（Connor）

BE13-9029111

“罗迪欧”X“卡梅利亚”的直女
（“卡梅利亚”为“金棕榈号”

的全姐妹）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出自“罗迪欧”X“阿西利亚”
“尼古拉斯”的半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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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让 765公里

.安吉维尔 291公里

.亚精顿 484公里

.布洛瓦 385公里

.波治 413公里

.布瑞福 637公里

.卡奥尔 710公里

.查特鲁 456公里

.埃库昂 206公里

.吉恩 344公里

.盖雷 523公里

.伊苏丹 435公里

.贾纳克 620公里

.拉沙特尔 476公里

.拉索特年 522公里

.莱邦纳 702公里

.利蒙治 605公里

.蒙托邦 763公里

.蒙特利玛 695公里

.蒙吕松 493公里

.蒙瑞查 415公里

.南图 186公里

.拿邦 845公里

.内弗斯 418公里

.拿永 135公里

.奥尔良 333公里

.波城 876公里

.佩罗讷 99公里

.皮塞佛 300公里

.波提尔 517公里

.庞特 173公里

.苏瓦松 154公里

.苏雅克 667公里

.索佩斯 290公里

.杜尔斯 426公里

.图利 306公里

.图勒 591公里

.威尔森 406公里

比赛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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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坦”（Amatan）

BE11-9079532
“艾米丽”（Amelie）

BE11-9079538

出自“斯坦”X“阿玛丽娅” “阿玛莉亚“的直女

KBDB全国鸽王的子代

出自“尼古拉斯”X“索菲亚”
（Saphira）的直女

出自“尼古拉斯”X“索菲亚”

“莎菲亚”（Saffia）

BE13-9029115

艾米丽
BE11-9079538

“阿玛莉亚“的直女“阿玛莉亚“的直女

莎菲亚
出自“尼古拉斯”X“索菲亚”

（Saphira）的直女
出自“尼古拉斯”X“索菲亚”

莎菲亚
BE13-9029115

作育直女“13-199号”
2014年蒙吕松联省1283羽 第24位

孙代获得
2014年联合会一岁鸽鸽王冠军；
2014年索佩斯235羽 冠军；
地区赛3440羽 第48位；
2014年波治123羽 冠军；
全国大区5228羽 第51位。
以上所有奖项均由鸽友赫尔曼斯 
E&P（Hermans E&P）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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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83号”的直子
（“金棕榈号”的父亲）

X“乳酪小子直女”

“02-083号”的直子

“卡梅利亚” (Kamelia)

BE09-6111511

“金棕榈号”的全姐妹
“02-083号”的直女

（“金翼号”的直子）
X “乳酪小子直女”

葛斯顿.范德瓦尔作育和使翔

“金棕榈号”半兄弟 (Halfbrother Palme d’Or)

环号：BE08-6364060

“金棕榈号”的全姐妹以及半兄弟

源自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源自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购买鸽蛋）

利蒙治 全省 1639羽 第6位；
蒙吕松 全省 1483羽 第7位；
安吉维尔 1161羽 第16位；
盖雷 全国赛 2953羽 第40位；
作育子代“罗迪利亚”获得；
2013年 安吉维尔 185羽 冠军；
2014年 波治 372羽 季军；
2014年 索佩斯 1483羽 第5位；
2014年 威尔森 联省 3008羽 第7位；
半全国 10480羽 第45位。

子代“哈维罗”获得
2013年 安吉维尔 142羽 冠军；
2014年 佩罗讷 295羽 第6位；
2014年 波治 全省 2702羽 第71位；
全国大区 4055羽 第97位。
作育子代获得
全省 708羽 冠军。
全兄弟育出
拉索特年全国赛 21782羽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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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玛罗”（Palmoro）

环号：BE13-9029392
“帕梅拉”（Pamela）

环号：BE12-6023855

“金棕榈”半兄弟
范德瓦尔的“金姆”（Kim）全兄弟

X “金棕榈的母亲鸽”

“金棕榈号的父亲鸽”X“金翼
号的孙女”的直女范德瓦尔的“金姆”（Kim）全兄弟

X “金棕榈的母亲鸽”

“金棕榈号”的半姐妹
范德瓦尔的“金姆”（Kim）全兄弟

X “金棕榈的母亲鸽”

“金棕榈号”的半姐妹

“帕玛利亚”（Palmalia）

环号：BE13-9029397

帕梅拉
环号：BE12-6023855

“金棕榈号的父亲鸽”X“金翼“金棕榈号的父亲鸽”X“金翼
号的孙女”的直女

帕玛利亚
“金棕榈号”的半姐妹

范德瓦尔的“金姆”（Kim）全兄弟
X “金棕榈的母亲鸽”

“金棕榈号”的半姐妹

帕玛利亚
环号：BE13-9029397

乔汉.狄贝塞
（Johan De Belser）原舍

子代“哈维罗”获得
2013年 安吉维尔 142羽 冠军；
2014年 佩罗讷 295羽 第6位；
2014年 波治 全省 2702羽 第71位；
全国大区 4055羽 第97位。
作育子代获得
全省 708羽 冠军。
全兄弟育出
拉索特年全国赛 21782羽 冠军。

“金棕榈号”的半姐妹及半兄弟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购买鸽蛋）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购买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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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 ”（Kate）

BE12-9032182
“摩利斯” (Maurice)

BE11-9065428

出自“摩利斯”（Maurice ）
X“碧玉”（Bijou）

出自“罗迪欧”X“金棕榈号”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阿玛莉亚”的半兄弟

“金棕榈号”：新一代的冠军们

“宝贝 BH”（Baby BH ）
X“灰盖比”（Blue Gaby）
“宝贝 BH”（Baby BH ）

“碧玉” (Bijou)

BE11-9065320

摩利斯
BE11-9065428

出自“罗迪欧”X“金棕榈号”出自“罗迪欧”X“金棕榈号”
“尼古拉斯”的半兄弟
“阿玛莉亚”的半兄弟

“碧玉
“宝贝 BH”（Baby BH ）
X“灰盖比”（Blue Gaby）
“宝贝 BH”（Baby BH ）

碧玉

2013年 波治全省 1259羽 冠军（1118米/分钟）
全国大区 2377羽 亚军
全国 13588羽 第27位
2012年 苏瓦松 406羽 季军（1346米/分钟）
2013年 查特路全国大区 1015羽 第4位（1508米/分钟）

2013年 蒙吕松 250羽 亚军
2012年 亚精顿 1864羽 第9位
作育出“2014-024号”
2014年 杜尔斯 全省 1108羽 第8位

2012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2011年盖雷联省 4113羽季军；
全国赛14362羽 第26位；
2012年波治I全省1690羽 第5位；
全国赛16869羽 第44位；
2012年维尔松1010羽 第6位；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2569羽 第16位；
2012年波治II全国大区3409羽 第14位；
作育出“2014-024号”
获得 2014年杜尔斯全省1108羽 第8位。

父亲

母亲

“
“宝贝 BH”（Baby BH ）
X“灰盖比”（Blue Gaby）
“宝贝 BH”（Baby BH ）

全省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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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Stan）育种成绩
2013年3场长距离赛的最佳一岁鸽 冠军 (神圣号”Divine – 孙代)

2009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 第6位 (斯黛西 Stecy – 曾孙代)

2006年查特路半国家赛    7495 羽冠军 (斯利 Slim - 子代)

(19021羽最快速鸽)

2009年波治联省               4281羽 冠军  (悉尼号 Sydney – 曾孙代)

2013年波治联省              3226 羽 冠军 (新斯坦”New Stan- 子代)

2012年图勒联省              2179 羽 冠军 (雨果 Hugo – 曾孙代)

2014年威尔森                 1531 羽 冠军 (12-081号 – 曾孙代)

2012年波治联省              1489 羽 冠军 (新斯坦– 子代)

2014年索佩斯                    909 羽 冠军 (鲁比 Ruby – 曾孙代)

2007年波治                       885 羽 冠军 (茜茜 Sissy - 子代)

2009年伊坦普斯                688 羽 冠军 (塞巴 Seb – 子代)

2007年波治                       665 羽 冠军 (斯嘉丽 Scarlette – 孙代)

2007年拉索特年            18973 羽国家赛 第4位 (苏西 Suzy – 孙代)

2013年波治全省              1259 羽 第4位 (13-050号 – 孙代)

2014年蒙吕松联省           4981 羽 第5位 (13-127号  – 曾孙代)

2012年蒙吕松联省           1881 羽 第5位  (萨菲尔 Saphir – 孙代)

2009年查特路半全国       7871 羽 第6位 (斯黛西 – 曾孙代)

2011年威尔森半全国       6659 羽 第6位 (苏莫 Sumo – 孙代)

2012年亚精顿全省           1864 羽 第6位 (萨菲尔 – 孙代)

2009年波治全国             22499 羽 第7位 (斯黛菲 Steffi - 子代)

2009年波治全国            22499 羽 第8位 (斯黛西 – 曾孙代)

2012年波治全国            20589 羽 第15位 (悉尼号 – 曾孙代)

2013年拉索特年全国      11236 羽 第16位 (索菲亚 Saphira – 曾孙代)

2014年威尔森联省         10480 羽 第19位 (席拉 Shyra– 曾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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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世界级种鸽

 “斯坦”出生于2004年，但是“
斯坦”的美丽篇章却始于2006年，
特别是2006年6月10号他参加查
特路半全国赛那天，这羽未来的天
才种鸽在艰难的查特路半全国比赛
中，赢得了11525羽老鸽组亚军。
冠军被父亲摩利斯使翔的一羽赛鸽
获得。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直子 “
斯利”作为一岁鸽表现更加抢眼，
获得查特路半全国7495羽冠军，
同时他也获得19021羽参赛鸽最高
分速。塞巴斯蒂安立刻意识到“斯
坦”的育种天赋，于是直接把“斯
坦”移到了种鸽舍。“斯坦”迅速
成为这个新血系的发动机。剩下的
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他的后代在
各种距离和级别的比赛中获得了一
连串的胜利和前名次。

 “斯坦” (Stan)

BE04-9134039

2006年查特路半全国11526羽 亚军(1335米/分钟)；
2005年查特路区赛880羽 亚军(1120米/分钟)；
2005年波治区赛379羽 亚军(1234米/分钟)；

2006年查特路半全国11526羽 亚军(1335米/分钟)；
2005年查特路区赛880羽 亚军(1120米/分钟)；
2005年波治区赛379羽 亚军(1234米/分钟)；

BE01-2342676
“斯宾塞”(Spencer)

爱力克.林伯格

BE93-3268639
“火箭号”(De Raket) 

BE92-732110
“黛贝斯110号”(Le 110 Debaes)

BE95-2430737
利蒙治半全国冠军的全姐妹

BE94-9241007
“灰色007号”(Bleue 007)

BE99-9147135
穆雷兹(A. Murez)的

“格拉蒂丝”(Glad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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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王朝-全国顶级悍将

 “新斯坦” (New Stan)

BE10-9039297

“斯坦”(Stan)  
BE04-9134039

 “薇薇安”(Viviane)
BE07-9023387

2013年波治联省3226 羽 冠军(1398米/分钟)；
全国 9639 羽 季军；
2012年波治全省1489 羽 冠军(1502米/分钟)；
2010年安吉威尔2 75 羽 冠军(1490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317 羽 第5位(1130米/分钟)；
区赛 977 羽 第16位；
联省 2378 羽 第59位；
2010年盖雷全省738 羽 第23位(1101米/分钟)；
2011年亚精顿全省1318 羽 第33位(1100米/分钟)；
2013年安吉威尔832 羽 第52位(1225米/分钟)；
2012年波治联省5044 羽 第54位(1160米/分钟)；
全国 20589 羽 第195位；
2012年亚精顿全省1209 羽 第55位(1493米/分钟)；
2011年查特路全省1566 羽 第56位(1030米/分钟)；
全国25263 羽 第735位；
2012年蒙吕松全省1702 羽 第90位(1368米/分钟)；

“斯坦”(Stan)  
BE04-9134039

 “薇薇安”(Viviane)
BE07-9023387

联省冠军联省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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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王朝 -“斯坦直女”
“斯坦直女” (Daughter Stan)

BE12-9108270
“斯塔菲拉”(Stafira)

BE13-9029070

 出自“斯坦”X“薇薇安” 出自“斯坦”X“薇薇安”

2014年南图231羽 亚军(1208米/分钟)；
2014年索佩斯727羽 第6位(1147米/分钟)；
2014年贾纳克全省451羽 第22位(1039米/分钟)；
联省1086羽 第43位；
2014年威尔森全省1101羽 第63位(1084米/分钟)；

2014年布瑞福联省1429 羽 亚军(1284米/分钟)；
全国 5286 羽 第31位；
2014年贝罗尼236 羽 季军(1277米/分钟)；
2014年波治372 羽 第15位(1141米/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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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尼斯拉斯” (Stanislas)

BE08-9044267
 “斯塔比亚”(Stabia)

BE11-9065212

 出自“斯坦”X“美人”
(Beauty)

出自“斯坦尼斯拉斯”X
“ 莎迪”(Shady)

 出自“普罗克西”(Proxy) 
X“斯塔比亚”

 出自“普罗克西”(Proxy) 

 “普罗斯利亚”(Prozilia)

BE13-9029127

斯塔比亚
BE11-9065212

出自“斯坦尼斯拉斯”X出自“斯坦尼斯拉斯”X
“ 莎迪”(Shady)

普罗斯利亚
 出自“普罗克西”(Proxy) 

X“斯塔比亚”
 出自“普罗克西”(Proxy) 

普罗斯利亚
BE13-9029127

“斯坦”王朝–“斯坦尼斯拉斯”(Stanislas)后代

2012年威尔森448羽 第6位； 
全省1010羽 第20位； 
2011年亚精顿全省1539羽 第24位； 
2011年波治联省9071羽 第33位； 
全国 31719 羽 第108位；
作育出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4503 羽 
第95位(“12-069号”)；

2014年蒙吕松联省4981羽 第5位；
全国19298羽 第77位；
2014年威尔森全省1101羽 第8位； 
2014年索佩斯727羽 第6位； 
2014年波治991羽 第7位； 
全国大区4055 羽 第44位；

父亲 母亲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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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斯坦尼斯拉斯”
X“卢迪维内”(Ludyvine)

2014年蒙吕松联省4981羽 第5位；
全国19298羽 第77位；
2014年威尔森全省1101羽 第8位； 
2014年索佩斯727羽 第6位； 
2014年波治991羽 第7位； 
全国大区4055 羽 第44位；

 “斯坦”王朝–“斯坦尼斯拉斯”鸽系

出自“斯坦尼斯拉斯”

“露德米拉”(Ludmilla)

BE12-9032093
 “斯塔利亚”(Stalia)

BE12-9032094

出自“斯坦尼斯拉斯”
X“卢迪维内”(Ludyvine)

2013年拉索特年全省1123羽 第9位(1101米/分钟)；
全国11236羽 第104位；
2013年查特路899羽 第10位(1131米/分钟)；
全省1695 羽 第40位.；
2013年安吉威尔258羽 第10位(1372米/分钟)；
2013年波治全省1259 羽 第15位(1070米/分钟)；
全国大区 2377 羽 第44位.；
2014年查特路联省3679羽 第26位(1627米/分钟)；
全国17984羽 第395位；
2014年索佩斯1483羽 第60位(1108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联省5930羽 第6位(1177米/分钟)；
全国25949羽 第46位；
2013年蒙吕松257羽 第7位(1447米/分钟)；
区域赛892羽 第30位；
2013年拉索特年全省1123羽 第8位(1104米/分钟)；
全国11236羽 第90位；
2013年皮塞佛275羽 第11位(1613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899羽 第13位(1128米/分钟)；
全省1695羽 第46位；
2013年波治联省1259羽 第18位(1064米/分钟)；
全国13588羽 第423位；
2014年日安(Gien)908 羽 第26位(1753米/分钟)；
2014年蒙吕松联省3892羽 第36位(1192米/分钟)；
2013年波治联省2594羽 第39位(1055米/分钟)；

同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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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奥” (Silvio)

BE06-9123031
“萨菲尔” (Saphir)

BE11-9065312

 出自“斯坦”X“辛比”(Simbi)
“斯利”全兄弟–

查特路半全国7495羽 冠军

 出自“西尔维奥 ”
X“玛丽卡”(Malica)

出自“萨菲尔”
X“检查点”(Check Point)

出自“萨菲尔”

 “索菲亚” (Saphira)

BE12-9032110

西尔维奥 (Silvio)

BE06-9123031

 出自“斯坦”X“辛比”(Simbi) 出自“斯坦”X“辛比”(Simbi)
“斯利”全兄弟–

查特路半全国7495羽 冠军

出自“萨菲尔”
X“检查点”(Check Point)

出自“萨菲尔”

” (Saphira)

BE12-9032110

 “斯坦”王朝–“西尔维奥”(Silvio’s Branch)鸽系

作育出095/13
2014年蒙吕松联省4981羽 第7位；
全国19298羽 第87位；
2014年贾纳克全省451羽 第6位；
2014年利蒙治联省1477羽 第11位；
2014年威尔森全省1101羽 第17位；

2013年拿永586羽 冠军；
2012年奥尔良290羽 冠军；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2595羽 亚军；
全国11236羽 第16位；

2012年奥尔良270羽 冠军 (1236米/分钟)；
2014年波治959羽 季军(1180米/分钟)；
全国大区3788羽 第23位；
2012年蒙吕松II260 羽 冠军(1690米/分钟)；
联省1881羽 第5位；
2013年布瑞福全省1178羽 第5位(1051米/分钟)；
全国8,331羽 第90位；
2012年亚精顿全省1864羽 第6位(1572米/分钟)；
全国大区8476羽 第66位；
全国22384羽 第201位；
2014年索佩斯967羽 第7位(1195米/分钟)；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3788羽 第23位(1180米/分钟)；

父亲

父亲

“

西尔维奥”(Silvio’s Branch)鸽系

2012年奥尔良270羽 冠军 (1236米/分钟)；2012年奥尔良270羽 冠军 (1236米/分钟)；
2014年波治959羽 季军(1180米/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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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奥尔良270羽 冠军 (1236米/分钟)；
2014年波治959羽 季军(1180米/分钟)；
全国大区3788羽 第23位；
2012年蒙吕松II260 羽 冠军(1690米/分钟)；
联省1881羽 第5位；
2013年布瑞福全省1178羽 第5位(1051米/分钟)；
全国8,331羽 第90位；
2012年亚精顿全省1864羽 第6位(1572米/分钟)；
全国大区8476羽 第66位；
全国22384羽 第201位；
2014年索佩斯967羽 第7位(1195米/分钟)；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3788羽 第23位(1180米/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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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Staaf) –超级种鸽“斯坦”直孙
 “斯塔夫” (Staaf) 

BE07-9023814
出自“斯利”(“斯坦直子”) X“莎迪”

作育子代“斯黛西”* 获得
2009年KBDB大中距离鸽王全省 冠军； 

2009年LCB鸽王赛一岁鸽组 冠军；
2009年KBDB大中距离鸽王全国 第6位；

2009年查特路II 755 羽 亚军(1351米/分钟)；
半全国7871羽 第6位；

2009年波治联省.6561羽 季军(1322米/分钟)；
全国22499羽 第8位；

2009年伊苏丹656羽 第3位(1142米/分钟)；
联省5848 羽 第27位；

2009年查特路I 581羽 第12位(1506米/分钟)；
半全国10719 羽 第246位；

2009年杜尔斯联省3,642羽 第29位(1213米/分钟)；
作育子代BE12-9032296

2013年查特路899羽 第5位(1144米/分钟)；
全国大区4503羽 第47位；

作育子代BE13-9029182
2014年波提尔217羽 冠军(1004米/分钟)；

全省930羽 第7位；
全国3850羽 第89位；

作育孙代BE13-9029145
2014年威尔森全省1101羽 亚军(1147米/分钟)；

联省5715羽 第25位；
2014年索佩斯727羽 第4位(1147米/分钟)；
2014年吉恩1185羽 第12位(1761米/分钟)；

作育孙代BE11-9065229
2013年安吉威尔246羽 亚军(1416米/分钟)；

2014年利蒙治945羽 季军(1060米/分钟)；
联省4580羽 第20位；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出自“斯坦”X“辛比” 出自“斯坦”X“辛比”

 “斯利” * (Slim)

BE05-9028732

 出自“斯坦”X“辛比” 出自“斯坦”X“辛比”

“斯利”
BE05-9028732

查特路半全国7495羽冠军。

*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父亲
*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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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斯塔夫”X“加伯雷拉”

斯塔夫”–种鸽“斯坦”直孙

出自“斯塔夫”X“加伯雷拉”

 “悉尼号” (Sydney)

BE10-9039208
最佳全姐妹“斯黛西” (Best sister Stecy)

BE12-9032005

出自“斯塔夫”
X“加伯雷拉”(Gabriella)

2014年布瑞福联省1429羽 第4位；
全国5286羽 第50位；
2014年波提尔631羽 第4位(1019米/分钟)；
联省1668羽 第31位；
2014年亚精顿全国大区436羽 第14位(1251米/分钟)；
2013年布瑞福联省1502羽 第27位(1010米/分钟)；
2013年亚精顿II全国大区1036羽 第27位(1182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全省1512羽 第30位(1137米/分钟)；
联省 5930羽 第65位；
2013年亚精顿I全省2168羽 第63位(1325米/分钟)；

(Sydney)

联省冠军。

2011年波治II联省4281羽 冠军(1108米/分钟)；
全国12607羽第8位；
2010年盖雷全省738羽 季军(1136米/分钟)；
联省3413羽 第22位；
2012年波治联省5044羽 季军(1198米/分钟)；
全国20589羽第15位；
2011年亚精顿I联省6659羽 第82位(1302米/分钟)；
2011年亚精顿II全省1318羽 亚军(1111米/分钟)；
2011年威尔森联省6659 羽 第82位(1302米/分钟)；
作育子代
2012年亚精顿全国25949羽 第72位；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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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塔夫”家族– 超级种鸽“斯坦”直孙

“席拉” (Shyra)

BE12-9032081
 出自“灰色王子直子”(Son Blue Prins) 

X“斯利直女” 
佑斯特.狄史麦特-瑞斯帝安作育

2014年威尔森1531羽 冠军(1156米/分钟)；
联省10480羽 第19位；
2013年蒙吕松257羽 冠军(1485米/分钟)；
全国大区4766 羽 第19位；
2013年拉索特年全省1123羽 季军(1123米/分钟)；
联省2595羽 第5位；
全国11236羽 第24位；
2014年蒙吕松联省3892羽 第19位(1203米/分钟)；
全国14230羽 第172位；
2013年波治联省3892羽 第19位(1035米/分钟)；
子代“影子号”14-307 由皮埃尔 R&D作翔 (Pierre R&D)
2014年洛里斯515羽 冠军(1454米/分钟)；
2014年莫米吉斯283羽 冠军(1329米/分钟)；
2014年南图550羽 季军(1268米/分钟)；
2014年洛里斯434羽 季军(1592米/分钟)；
2014年洛里斯507羽 第4位(1495米/分钟)；

BE11-4166564
新灰王子

狄史麦特-瑞斯帝安

BE04-5065642
灰王子，罗森.波斯

超级种鸽福雷迪直子

BE05-9028732
斯利

查特路7495羽冠军

BE10-5020548
一片金

超级种鸽福雷迪近血

BE02-9071413
莎迪

全兄姐获得波治全国40471羽9位

BE07-9023336
斯利直女，卡沙特-塞内沙

超级848之母

“灰王子”X“斯塔夫”

血系超级混血

BE11-4166564
新灰王子

狄史麦特-瑞斯帝安

灰王子，罗森.波斯
超级种鸽福雷迪直子

BE05-9028732
斯利

查特路7495羽冠军

BE10-5020548
一片金

超级种鸽福雷迪近血

BE02-9071413
莎迪

全兄姐获得波治全国40471羽9位

BE07-9023336
斯利直女，卡沙特-塞内沙

超级848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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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 (Sam)

BE09-9058966
出自“斯塔夫”X“加伯雷拉” 

作育子代
2011年杜尔丹517羽 亚军(11-307号)；
2014年布瑞福全国3850羽 第5位(全省 冠军)
“夏日号”(Summer Sun)；
2012年亚精顿全省1864羽 第20位 “山森”(Samcer)；
2012年蒙吕松全省2096羽 第23位“山森”；
2012年查特路联省3835羽 第34位“山森”；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4055羽 第36位“夏日号”；
2011年亚精顿全国大区6979羽 第79位(11-307号)；
2011年波治全国31719羽 第105位“山森”；
他还是“雨果”和“伊桑”的父亲

 “斯坦王朝”–“山姆”鸽系

作育子代获得

3 次全省冠军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4055羽 第36位“夏日号”；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4055羽 第36位“夏日号”；
2011年亚精顿全国大区6979羽 第79位(11-307号)；2011年亚精顿全国大区6979羽 第79位(11-307号)；
2011年波治全国31719羽 第105位“山森”；
他还是“雨果”和“伊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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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出自“山姆”X“香奈儿”出自“山姆”X“香奈儿”

“雨果” (Hugo)

BE10-9039391

出自“山姆”X“斯嘉丽”

“伊桑” (Ethan)

BE12-9032109

“斯坦”王朝–“山姆”鸽系

2012年图勒联省2179羽 冠军(1488米/分钟)；
全国6817羽 第12位；
2011年奥尔良258羽 季军(1323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317羽 第4位(1130米/分钟)；
2014年图勒全省1635羽 第23位(1248米/分钟)；

2013年布瑞福全省756羽 冠军(1058米/分钟)；
全国6842羽 第35位；
2014年盖雷全省992羽 第19位(1228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联省5930羽 第64位(1137米/分钟)；
作育子代 “优”(Eol)获得
2013年安吉维尔182羽 冠军；
2014年波治919羽 冠军；
全国大区4055羽 第5位；
全国24019羽 第117位；

“全省冠军联省冠军

父亲

全国6817羽 第12位；
2011年奥尔良258羽 季军(1323米/分钟)；2011年奥尔良258羽 季军(1323米/分钟)；2011年奥尔良258羽 季军(1323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317羽 第4位(1130米/分钟)；2013年查特路317羽 第4位(1130米/分钟)；2013年查特路317羽 第4位(1130米/分钟)；
2014年图勒全省1635羽 第23位(1248米/分钟)；2014年图勒全省1635羽 第23位(1248米/分钟)；2014年图勒全省1635羽 第23位(1248米/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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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嘉丽” (Scarlette)

BE07-9023374
出自“斯利”X“格尔达”(Gerda)

“斯坦”王朝 –“斯嘉丽”鸽系

2007年KBDB全国综合最佳幼鸽鸽舍冠军功臣鸽 
2007年波治665羽 冠军(1356米/分钟)；
2007年图瑞17羽 亚军(1550米/分钟)；
作育子代“雨果”
2012年图勒联省2179羽 冠军(1488米/分钟)；
全国6817羽 第12位；
作育子代“鲁比”
2014年索佩斯909羽 冠军(1163米/分钟)；
2014年蒙吕松联省4981羽 第23位(1197米/分钟)；
还作育子代获得
2008年布洛瓦联省5035羽 第13位“西斯卡”(Siska)；
2008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7118羽 第18位“西斯卡”；
2011年波治联省9071羽 第45位(11-232号)；
2012年利蒙治全国大区7419羽 第72位(11-232号)；
作育孙代获得
2012年波治全国大区5193羽 冠军；
全国16859羽 亚军；
2013年波治全省2379羽 冠军；
2012年威尔森全省1010羽 季军；
2011年威尔森半全国6659羽 第5位；
2012年亚精顿全国大区6979羽 第31位；
2012年查特路全国15902羽 第32位；
2011年亚精顿全国19782羽 第61位；

作育子代和孙代获得

4次全省/全国大区冠军

2008年布洛瓦联省5035羽 第13位“西斯卡”(Siska)；
2008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7118羽 第18位“西斯卡”；

作育子代和孙代获得

4次全省/全国大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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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沃克”(Divock)

BE12-9032177
出自“拉若日的父亲”(Father La Roche )

X“斯嘉丽”

2014年蒙吕松联省3892羽 冠军(1233米/分钟)；
全国14230羽 第13位；
2014年波治959羽 冠军(1191米/分钟)；
全国大区3788羽 第12位；
全国22663羽 第255位；
2013年查特路309羽 第9位(1124米/分钟)；
区赛899羽 第17位；
全省1695羽 第55位；
2014年威尔森623羽 第13位(1110米/分钟)；
联省3008羽 第75位；
 半兄姐“拉若日”获得
2011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亚军

“斯坦”王朝  –“斯嘉丽”鸽系

2014年蒙吕松联省3892羽 冠军(1233米/分钟)；
联省冠军

 半兄姐“拉若日”获得
2011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亚军2011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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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比利时3场全国长距离比赛最佳一岁鸽冠军“迪万”(Divine)的父母

出自“斯坦”X“美人”出自“斯坦”X“美人”

“肉饼”(Boulette ) 

BE09-9011877
“斯泰因”*(Stein)

BE06-9123001

全兄姐“布丁饼”(Boule de Berlin)获得
2009年LCB 长距离鸽王冠军

2009年卡奥尔全国7343羽 季军；
2010年卡奥尔全国8651羽 第16位；2010年卡奥尔全国8651羽 第16位；

作育子代“苏西”
拉索特年全国18973羽 第4位；

2011年亚精顿全省1017羽 亚军(1140米/分钟)；
全国11001羽 第73位；
2010年奥尔良129羽 第5位(1198米/分钟)；
2010年亚精顿全省1374羽 第57位(1084米/分钟)；

出自佑斯特.狄史麦特-瑞斯帝安鸽舍* 不在本次拍卖会中出售



父母

2011年亚精顿全省1017羽 亚军(1140米/分钟)；
全国11001羽 第73位；
2010年奥尔良129羽 第5位(1198米/分钟)；
2010年亚精顿全省1374羽 第57位(1084米/分钟)；

57

父母

“迪万” (Divine)

BE12-9032115
出自“斯泰因” X “肉饼”

2013年PIPA排行榜3场长距离全国一岁鸽组 冠军
2013年苏雅克全省329羽 季军(994米/分钟)；
联省704羽 第8位；
2013年莱邦纳联省1231羽 第5位(974米/分钟)；
全国6134羽 第62位；
2013年图勒全国大区2209羽 第45位(1300米/分钟)；

2013年比利时3场全国长距离比赛最佳一岁鸽冠军“迪万”

2013年图勒全国大区2209羽 第45位(1300米/分钟)；2013年图勒全国大区2209羽 第45位(1300米/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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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妮娅”(Tania)

BE10-9039260
“太空号”(Space)

BE10-9039359

出自“拉若日”X “塞丽
娜”(“斯坦”全姐妹)

出自“斯贝克”(Spec “斯坦”
的全兄弟)X“露西”(Lucy)

出自“斯贝克”(“斯坦”的全兄弟)
X “拉若日直女” 

出自“斯贝克”(“斯坦”的全兄弟)

 “特殊女孩”(Special Girl)

BE13-9029145

太空号
BE10-9039359

出自“斯贝克”(Spec “斯坦”出自“斯贝克”(Spec “斯坦”
的全兄弟)X“露西”(Lucy)

出自“斯贝克”(“斯坦”的全兄弟)出自“斯贝克”(“斯坦”的全兄弟)

 “特殊女孩
BE13-9029145

“斯坦”家族 – 全国顶级好手

2012年蒙吕松598羽 冠军(1424米/分钟)；
全国大区6081羽 第7位；
全国17865羽 第119位；
2012年波治全省1859羽 第4位(1196米/分钟)；
全国大区6402羽 第13位；
全国20589羽 第19位；
2010年盖雷全省738羽 亚军(1137米/分钟)；
联省3413羽 第19位；
2012年安吉威尔244羽 亚军(1501米/分钟)；
2012年威尔森联省6257羽 第58位(1308米/分钟)；

2014年威尔森全省1101羽亚军；
联省5715羽 第25位；
2014年索佩斯727羽 第4位；
2014年吉恩1185羽 第12位；
2014年查特路联省4062羽 第67位；

2012年图勒全省737羽 第6位；
联省2179羽 第10位；
2010年拉索特年全省1035羽 第7位；
全国大区6712羽 第80位；
2010年波治全省2135羽 第9位；
全国大区9491羽 第71位；
全国30748羽 第215位；
2011年亚精顿全省1318羽 第17位；
2012年查特路联省3630羽 第57位；
2012年波治联省5044羽 第37位；
全国20589羽 第1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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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血统的育种成绩
“纳斯达克”– 全国赛冠军血统

2004年布瑞福全国赛7,446羽 冠军  北风号 (Mistal) – 直孙

2008年威尔森省际赛5,080羽 冠军  豆豆 (Doudou) – 直孙女

2010年亚精顿全国赛7,390羽 冠军 “宝拉”(Paola) –直孙女)；

2010年布洛瓦省际赛2,974羽 冠军 “布洛瓦号”(Blois)–直孙)；

2011年威尔森省际赛11,073羽 冠军 “康纳”(Connor) – 曾孙)；

2011年查特路全国赛20,139羽 冠军 “西霸”(Seba) – 曾孙)；

2012年波治全国赛20,577羽 冠军 奥林比克15号 (Olympic Fifteen) – 曾孙

2012年波治全国赛16,859羽 冠军 露露 (Loulou) – 第5代

2012年亚精顿全国赛26,133羽 冠军 珍珠 (Jewel) – 第5代

摩利斯.卡沙特以及“纳斯达克”(Nasdaq)
生于1998年的“纳斯达克”在2000年就已凭借苏雅克全国赛7154羽冠军这一荣耀登入名鸽堂，比赛当天非常闷热伴

有强劲的逆风，取胜及其不易。“纳斯达克”的父亲曾2次获得利蒙治全国赛前10位的“利蒙治国王”Limoges King)，
而母亲则是鸽舍90年代的基础种鸽配对直女“安卡迪亚”Arcadia)。获得苏雅克全国赛冠军后，“纳斯达克”就被放入
了种鸽舍，说他创造了奇迹一点也不过分。千禧年的时候“纳斯达克”血系确实在比利时赛场上称霸了。这个鸽系为很
多鸽舍带来胜利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些赛鸽名家也意识到了该鸽系的珍贵，并纷纷引入了这支血系来增强自己种
鸽舍的实力。如今在全世界掀起的赛鸽热潮中，这个鸽系也开始为各地的鸽友所熟知。在他获得全国赛冠军14年后的

今天，大家依然在追求、在寻找他这种优秀基因。“纳斯达克”家族是老卡沙特送给他两名儿子的传家宝，塞巴斯蒂安
从这个鸽系中获益良多。

“纳斯达克”血统的育种成绩

北风号 (Mistal) – 直孙

 豆豆 (Doudou) – 直孙女

“宝拉”(Paola) –直孙女)；

“布洛瓦号”(Blois)–直孙)；

“康纳”(Connor) – 曾孙)；

“西霸”(Seba) – 曾孙)；

奥林比克15号 (Olympic Fifteen) – 曾孙

露露 (Loulou) – 第5代

珍珠 (Jewel) – 第5代

今天，大家依然在追求、在寻找他这种优秀基因。“纳斯达克”家族是老卡沙特送给他两名儿子的传家宝，塞巴斯蒂安
从这个鸽系中获益良多。

苏雅克全国赛冠军 “ 纳斯达克 ”  , 摩利斯和格利高里.卡沙特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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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98-9147146
“纳斯达克” – 2000年苏雅克

全国赛7,154羽冠军

BE03-9021332
“安特”Aunt) – 2011年查特路

全国赛20,517羽冠军

“卡里克斯”(Calix)

BE06-9123205
出自“纳斯达克” x “纳斯达克孙女”

“卡里克斯”的子代获得
2012年内佛斯联省1,243羽 冠军“内弗斯号”(Le Nevers)
2009年图勒省际赛2,579羽 冠军“坎蒂丝”(Candice)
全国赛7,467羽 第15位
2010年查特路联省1,436羽 第10位“09–338号”(338/09)
2012年蒙吕松全国大区7,828羽 第16位“卡里奥”
2010年波治全国大区4,806羽 第35位“09–338号”
2009年伊苏丹省际赛5,848羽 第39位“坎蒂丝”
2012年波治省际赛4,760羽 第41位“卡里奥”

BE98-9147146
“纳斯达克” – 2000年苏雅克

全国赛7,154羽冠军

BE03-9021332
“安特”Aunt) – 2011年查特路

全国赛20,517羽冠军

“卡里克斯”的子代获得
2012年内佛斯联省1,243羽 冠军“内弗斯号”(Le Nevers)
2009年图勒省际赛2,579羽 冠军“坎蒂丝”(Candice)
全国赛7,467羽 第15位
2010年查特路联省1,436羽 第10位“09–338号”(338/09)
2012年蒙吕松全国大区7,828羽 第16位“卡里奥”
2010年波治全国大区4,806羽 第35位“09–338号”
2009年伊苏丹省际赛5,848羽 第39位“坎蒂丝”
2012年波治省际赛4,760羽 第41位“卡里奥”

“纳斯达克”家族

祖父

出自里奇 x 卡里克斯直女

“耶泽拉” (Jezzara)

BE13-9029137

祖父

出自里奇 x 卡里克斯直女出自里奇 x 卡里克斯直女

2014年查特路联省4062羽6位
2014年图勒联省1326羽10位
2014年蒙吕松联省4981羽26位
2014年苏普斯909羽11位
2014年威尔森1501羽38位
2014年波治991羽5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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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西尼”(Capucine)

BE06-9123248
出自“特优雄”(Ultra)x“蒂奥”(Dior，“纳斯达克”直女)

作育下列优秀子代：
2011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奥德赛”(Odyssee))；
2014年布瑞福省际赛1,429羽 冠军(“太阳之星”(Sunstar))；
全国赛5,286羽 第10位；
2009年波治809羽 亚军(“奥德赛”)；
2010年波治全国大区4,806羽 季军(“欧菲丽”(Ophelie))；
全国赛17,138羽 第51位；
2014年利蒙治省际赛1,477羽 第7位(“13-184号”(184/13))；
2009年拉索特年联省1,187羽 第7位(“欧菲丽”)；
2011年亚精顿联省1 , 017羽 第9位(“奥德赛”)；
2011年波治联省2,330羽 第10位(“奥德赛”)；
2010年波治全国大区4,806羽 第13位(“09-440号”(440/09))；
2012年苏雅克省际赛2,056羽 第18位(“10-217号”(217/10))；
2010年查特路4 , 056羽 第29位(“奥德赛”)；
2010年波治全国大区4,806羽 第37位(“奥德赛”)；
“露露”的祖母，“露露”曾获得：
2012年波治全国赛16,859羽 冠军；

BE99-9128113
“特优雄” - 4次进入全省前10位

BE01-9040072
“蒂奥” – 子代获得 2004年布瑞
福全国赛冠军:“纳斯达克”直女

“纳斯达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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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菲尔”(凡德纳比 “闪电号”直孙)x
“卡普西尼”(“纳斯达克”直孙女)

出自“菲尔”(凡德纳比 “闪电号”直孙)x

“维多利”(Victory)

BE07-9023363
“太阳之星”(Sunstar)

BE12-9032259

出自 “VIP号”x“香奈儿”
(Chanel，“纳斯达克”直女)

2014年布瑞福联省1,429羽 冠军(1311 米/分钟)；
全国赛5,286羽 第10位；
2014年吉恩473羽 第6位(1683 米/分钟)；
2013年亚精顿375羽 第11位(1319 米/分钟)；
联省2,168羽 第80位；
2014年波尔提联省949羽 第18位(995 米/分钟)；
联省1,668羽 第66位；
2014年索佩斯491羽 第24位(1703 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1,015羽 第40位(1453 米/分钟)；

2007年KBDB全国最佳鸽舍功臣；
2007年波治665羽季军(1355 米/分钟)；
2007年杜尔斯联省1,930羽 第10位(1174 米/分钟)；
子代获得：
伊坦普斯688羽冠军(“塞博”(Seb))；
2009年亚精顿458羽 冠军(“罗克珊”(Roxane))；
全国大区8,004羽 第39位；
奥尔良273羽 冠军(“塞博”)；
2010年图瑞501羽 亚军(“波城号”(La Pau))；
2009年亚精顿联省1,642羽 第6位(“罗克珊”)；
全国大区8,004羽 第56位；
2012年威尔森联省954羽 第7位(“波城号”)；
联省6,257羽 第60位；
2012年亚精顿联省5,930羽 第20位(“12 - 191号”(191/12))；
全国赛25,949羽 第156位；
2011年波治全国赛9,781羽 第54位(“塞博”)；

“纳斯达克”家族

出自“菲尔”(凡德纳比 “闪电号”直孙)x出自“菲尔”(凡德纳比 “闪电号”直孙)x

“太阳之星
联省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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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米利托”
(Milito，波治全国赛冠军)

X “斯蒂芬妮” 

出自“米利托”

“斯蒂芬妮”(Stephanie)

BE06-9130871

出自“斯宾塞”(Spencer)x
“香奈儿”(“那斯达克”直女)

“斯坦”的半姐妹

“达米安”(Damian)

BE11-9065228

2011年波治联省2,237羽 第5位(1093 米/分钟)；
联省9,076羽 第11位；
全国赛31,719羽 第56位；
2013年波提尔联省1,217羽 第14位(988 米/分钟)；
联省2,057羽 第29位；
2012年波治I联省1,690羽 第20位(1156 米/分钟)；
联省4,760羽 第50位.；
全国赛16,859羽 第181位；
2011年拉索特年联省928羽 第31位(1418 米/分钟)；
2012年蒙吕松联省2, 096羽 第53位(1379 米/分钟)；

母亲鸽

“纳斯达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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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米利托”(波治全国赛22,516羽 冠军)
x “塞西莉亚”(Cecilia)

出自“米利托”(波治全国赛22,516羽 冠军)

“米拉”(Mila)

BE11-9065317
“米利托直子” (Son milito)

BE10-9055586

出自“米利托直子”(Son Milito)
(“米利托”为波治全国赛冠军)

X “斯蒂芬妮”(“纳斯达克”直孙女)X “斯蒂芬妮”(“纳斯达克”直孙女)
x “塞西莉亚”(Cecilia)

2012年威尔森联省1,010羽 冠军(1330 米/分钟)；
2012年安吉威尔103羽 冠军(1195 米/分钟)；
2013年波治679羽 亚军(1084 米/分钟)；
全国大区3,489羽 第20位；
2012年查特路联省1,299羽 第7位(1213 米/分钟)；
联省3,835羽 第9位；
全国赛15,902羽 第93位；
2013年查特全国大区路735羽 第8位(1481 米/分钟)；
2012年波治联省1,690羽 第11位(1171 米/分钟)；
联省4,760羽 第25位；
全国赛16,859羽 第83位；
2011年布洛瓦联省918羽 第14位(1227 米/分钟)；
作育子代“13 - 048号”获得；
2014年蒙吕松705羽 冠军(1236 米/分钟)；
联省4,981羽 亚军；
全国赛19,298羽 第20位；
2014年波治991羽 第9位(1166 米/分钟)；
全国大区4,055羽 第52位；
2014年拉索特年109羽 冠军(1051 米/分钟)；
拉索特年291羽 第4位；
全国大区1,599羽 第18位；
全国赛9,136羽 第184位；

父亲鸽

“纳斯达克”家族

出自“米利托直子”(Son Milito)出自“米利托直子”(Son Milito)
(“米利托”为波治全国赛冠军)

联省冠军

2014年波治991羽 第9位(1166 米/分钟)；2014年波治991羽 第9位(1166 米/分钟)；2014年波治991羽 第9位(1166 米/分钟)；2014年波治991羽 第9位(1166 米/分钟)；
全国大区4,055羽 第52位；
2014年拉索特年109羽 冠军(1051 米/分钟)；2014年拉索特年109羽 冠军(1051 米/分钟)；2014年拉索特年109羽 冠军(1051 米/分钟)；2014年拉索特年109羽 冠军(1051 米/分钟)；2014年拉索特年109羽 冠军(1051 米/分钟)；
拉索特年291羽 第4位；
全国大区1,599羽 第18位；
全国赛9,136羽 第18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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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索尔”(“斯坦”直子) x “塞西莉亚” 

“阿让冠军” (First Prize Agen)

BE10-9039322
阿让冠军

BE10-9039322

2010年利蒙治联省885羽 亚军；
联省2,325羽 第7位；
全国赛10,448羽 第86位；
2009年图勒联省844羽 第10位；
联省2,579羽 第17位；
2009年亚精顿817羽 第18位；
联省1,707羽 第35位；
2010年苏雅克联省586羽 第27位；
联省1,584羽 第79位；
2009年伊苏丹联省5,848羽 第93位；
子代获得：
2011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幼鸽组 冠军。

2013年阿让106羽 冠军；
联省1,452羽 第23位；
全国赛5,507羽 第163位；
2012年利蒙治联省1,359羽 第17位；
联省3,742羽 第30位；
2012年布瑞福联省1,083羽 第18位；
2011年波治联省1,082羽 第53位；
全国赛12,607羽 第374位；

出自“索尔”( 斯坦 直子) x 塞西莉亚

“塞西莉亚” (Cecilia)

环号BE06-9130815

出自“杰姆士”(James，“纳斯达克”兄弟)
(亚精顿半全国赛8,405羽冠军)

x “南希”(Nancy)
卡沙特父子原舍

“索伦” (Soren)

环号BE08-9044328

子代获得：
2013年皮塞佛193羽 冠军(“13 – 067号”)；
2010年奥尔良567羽 亚军(“桑妮亚”(Saunia))；
2014年图勒联省1,326羽 第7位(“13 – 165号”(165/13))；
2014年威尔森1,531羽 第17位(“恩蔻”(Urko))；
联省3,008羽 第38位；
2011年亚精顿联省1,017羽 第17位(“桑妮亚”)；
2014年蒙吕松联省3,892羽 第32位(“恩蔻”)；
2014年蒙吕松联省3,892羽 第47位(“12-233号”(233/12))；
2011年查特路全国大区7,132羽 第52位(“桑妮亚”)；
全国赛20,517羽 第108位；
2009年伊苏丹联省5,848羽 第65位
(“08-327号”(327/08))；
“米拉”的祖母

出自“索尔”(

2010年利蒙治联省885羽 亚军；2010年利蒙治联省885羽 亚军；
联省2,325羽 第7位；联省2,325羽 第7位；
全国赛10,448羽 第86位；
2009年图勒联省844羽 第10位；
联省2,579羽 第17位；
2009年亚精顿817羽 第18位；
联省1,707羽 第35位；
2010年苏雅克联省586羽 第27位；2010年苏雅克联省586羽 第27位；
联省1,584羽 第79位；
2009年伊苏丹联省5,848羽 第93位；
子代获得：
2011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幼鸽组 冠军。

出自“索尔”(

索伦
环号BE08-9044328

母亲鸽

母亲鸽

“纳斯达克”家族

“巴纳巴斯”(Barnabas 波治全国亚军直子)
x “塞西莉亚”的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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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利蒙治联省885羽 亚军；
联省2,325羽 第7位；
全国赛10,448羽 第86位；
2009年图勒联省844羽 第10位；
联省2,579羽 第17位；
2009年亚精顿817羽 第18位；
联省1,707羽 第35位；
2010年苏雅克联省586羽 第27位；
联省1,584羽 第79位；
2009年伊苏丹联省5,848羽 第93位；
子代获得：
2011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幼鸽组 冠军。

“索莉亚”(Sauria)

BE09-9079416
“卡西亚”(Cassia)

BE11-9065278

出自“索尔”(“斯坦”直子)
x “塞西莉亚”

出自“奥兰”(Orane)x “马兰尼洛”
(Maranello，“纳斯达克”直女)

2013年安吉威尔125羽 冠军(1381 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317羽 亚军(1146 米/分钟)；
联省2,378羽 第25位；
全国大区4,390羽 第52位；
2012年查特路联省1,299羽 第10位(1194 米/分钟)；
联省3,835羽 第18位；
2013年亚精顿全国大区706羽 第12位(1194 米/分钟)；
2012年波治联省1,690羽 第23位(1156 米/分钟)；
联省4,760羽 第53位；
全国赛16,859羽 第185位；

2010年安吉威尔316羽 第5位(1292 米/分钟)；
2010年奥尔良218羽 第5位(1086 米/分钟)；
2009年亚精顿458羽 第10位(1027 米/分钟)；
联省1,642羽 第27位；
2011年亚精顿联省1,017羽 第30位(1090 米/分钟)；
2011年查特路联省1,678羽 第58位(1038 米/分钟)；
孙代曾获得
2013年比利时精英公棚 冠军

“纳斯达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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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斯达克”鸽系的其他顶级鸽
“蕾哈娜”(Rihanna)

BE12-9032043
“纳赛尔”(Nasser)

BE10-9039368

出自“瑞驰”(Ritchy)
x“奥赛德”

出自“纳斯达克近血”(Inbred Nasdaq)
x“塞尔达”(Zelda)

2010年4场全国赛最佳幼鸽第11位；
2010年拉索特年567羽 冠军(1353 米/分钟)；
联省1,035羽 第5位；
全国大区6,712羽 第45位；
2012年苏雅克联省2,056羽 第9位(1104 米/分钟)；
2010年图瑞501羽 第9位(1420 米/分钟)；
2010年亚精顿联省1,379羽 第31位(1259 米/分钟)；
2010年波治联省2,135羽 第36位(1191 米/分钟)；
2011年波治联省1,082羽 第43位(1044 米/分钟)；
全国赛12,607羽 第317位；
2011年亚精顿联省1,318羽 第46位(1091 米/分钟)；

2013年拿永586羽 亚军(1270 米/分钟)；
2013年亚精顿119羽 亚军(1212 米/分钟)；
全国大区1,036羽 第6位；
2014年亚精顿123羽 季军(1556 米/分钟)；
2012年布洛瓦591羽 第5位(1594 米/分钟)；
2013年布瑞福联省756羽 第19位(1007 米/分钟)；
2014年波提尔257羽 第10位(988 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联省1,512羽 第21位(1149 米/分钟)；
联省5,930羽 第38位；
2013年查特全国大区路1,015羽 第48位
(1452 米/分钟)；
作育子代“优”获得
2013年安吉威尔182羽 冠军；
2014年波治919羽 冠军；
全国大区4,055羽 第5位；
全国赛24,019羽 第11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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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鲁道”x“薇洛妮克”(Veronique)
(“薇洛妮克”为“VIP号”直女)

出自“鲁道”x“薇洛妮克”(Veronique)

“鲁卡”(Luka)

BE10-9039387

出自“鲁道”x“奥林匹克塞泽尔号直女” 
出自吉尔特和克拉尔.菲利普鸽舍

“露露”(Lulu)

环号BE10-9039239

2012年图瑞369羽 第6位(1393 米/分钟)；
2012年波治II 281羽 第7位(1376 米/分钟)；
全国大区2,297羽 第69位；
2012年蒙吕松598羽 第15位(1386 米/分钟)；
联省1,702羽 第40位；
全国大区6,081羽 第130位；
2011年波治II联省1,082羽 第17位(1066 米/分钟)；
联省4,281羽 第41位；
全国赛12,607羽 第124位；
2012年查特路联省1,315羽 第25位(1173 米/分钟)；
联省3,630羽 第61位；
2010年拉索特年联省1,035羽 第39位(1275 米/分钟)；
2011年查特路联省1,566羽 第50位(1035 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联省1,209羽 第52位(1494 米/分钟)；
2012年波治I联省1,859羽 第54位(1144 米/分钟)；
全国赛20,589羽 第411位；
2011年亚精顿联省1,318羽 第57位(1085 米/分钟)；

神奇种鸽“鲁道”(Ludo)的顶级后代

2010年盖雷联省738羽 冠军(1160 米/分钟)；
全国赛13,885羽 第40位；
2014年利蒙治323羽 冠军(1249 米/分钟)；
联省1,851羽 季军；
2014年贾纳克157羽 冠军(1136 米/分钟)；
联省618羽 第4位；
2013年威尔森385羽 第5位(1145 米/分钟)；
2014年威尔森2联省852羽 第9位(1142 米/分钟)；
联省10,480羽 第52位；
联省2,376羽 第59位(1018 米/分钟)；
2011年亚精顿联省1,318羽 第10位(1133 米/分钟)；
2013年利蒙治781羽 第18位(1042 米/分钟)；
联省1,807羽 第44位；
2010年拉索特年联省1,035羽 第23位(1294 米/分钟)；
2011年波治联省4,281羽 第35位(1068 米/分钟)；
全国赛12,607羽 第114位； “11 – 235号”的母亲鸽，

“2011-235号”曾获得
2012年亚精顿联省574羽亚军；
全国赛7,046羽第23位；
2012年查特路联省3,835羽季军；
全国赛15,902羽 第33位；

出自“鲁道”x“奥林匹克塞泽尔号直女” 出自“鲁道”x“奥林匹克塞泽尔号直女” 

全省冠军

2013年利蒙治781羽 第18位(1042 米/分钟)；
联省1,807羽 第44位；联省1,807羽 第44位；联省1,807羽 第44位；联省1,807羽 第44位；
2010年拉索特年联省1,035羽 第23位(1294 米/分钟)；2010年拉索特年联省1,035羽 第23位(1294 米/分钟)；2010年拉索特年联省1,035羽 第23位(1294 米/分钟)；2010年拉索特年联省1,035羽 第23位(1294 米/分钟)；
2011年波治联省4,281羽 第35位(1068 米/分钟)；2011年波治联省4,281羽 第35位(1068 米/分钟)；2011年波治联省4,281羽 第35位(1068 米/分钟)；2011年波治联省4,281羽 第35位(1068 米/分钟)；
全国赛12,607羽 第114位；全国赛12,607羽 第114位；全国赛12,607羽 第114位；全国赛12,607羽 第1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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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雄” (Nestbrother ‘T Fenomeen)

BE07-4278340

出自“马塞兄弟612号”(612 Brother Marseille)
x“奇迹雄母亲” 

长距离顶级战将“奇迹雄”同孵兄弟

2012年蒙托邦全国赛6,012羽 第19位；
2009年波治全国赛27,506羽 第26位；
2008年利蒙治全国大区7,806羽 第26位；
2011年利蒙治全国赛19,737羽 第39位；
2010年卡奥尔全国赛8,651羽 第82位；
同孵兄弟“奇迹雄”获得
2010年5场长距离全国赛的比利时最佳赛鸽
2010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第5位
子代曾获得：
2013年皮塞佛193羽 冠军(“13-067号”)
2013年皮塞佛152羽 第4位(“13-067号”)

“卡拉”(Carla)

BE13-9029184

出自“奇迹雄同窝兄弟”
x“卡普西尼”

2014年利蒙治联省1,477羽 第7位；
2014年索佩斯909羽 第30位；
2014年威尔森1,101羽 第46位；
2014年波治991羽 第56位；
2014年索佩斯727羽 第44位；

倚天.梅尔浪(Etienne Meirlaen)原舍

父亲鸽

“11 – 235号”的母亲鸽，
“2011-235号”曾获得
2012年亚精顿联省574羽亚军；
全国赛7,046羽第23位；
2012年查特路联省3,835羽季军；
全国赛15,902羽 第3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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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葛斯顿”(Gaston) x “K30” 
(波治全国赛57,004羽冠军孙女，

吉尔特.菲利普原舍)

出自“葛斯顿”(Gaston) x “K30” 

“诺佳蒂娜”(Nougatine)

BE11-9065231

出自“09-991号”(991/09)
(范德瓦尔原舍)

x“玛里希”(Malice)

“魔力号”(Glamour)

BE11-9065330

2014年吉恩473羽 冠军(1711 米/分钟)；
2013年皮塞佛422羽 冠军(1665 米/分钟)；
2012年奥尔良254羽 冠军(1165 米/分钟)；
2014年南图205羽 冠军(1207 米/分钟)；
2014年索佩斯1,483羽 亚军(1155 米/分钟)；
2011年布洛瓦联省434羽 季军(1232 米/分钟)；
2013年艾库恩282羽 第4位(1276 米/分钟)；
2013年波治III联省1,467羽 第8位(1343 米/分钟)；
联省3,226羽 第27位；
2013年波治I 679羽 第9位(1069 米/分钟)；
联省2,539羽 第35位；
全国大区3,489羽 第46位；
2014年索佩斯587羽 第9位(1218 米/分钟)；
2012年威尔森448羽 第10位(1282 米/分钟)；
联省1,010羽 第31位；
2013年蒙吕松250羽 第11位(1434 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317羽 第15位(1113 米/分钟)；
2013年波治III联省2,379羽 第56位(1053 米/分钟)；

顶级战将

2013年蒙特利马全国大区803羽 亚军(1165 米/分钟)；
全国赛5,952羽 第16位；
2012年亚精顿II联省574羽 第5位(1148 米/分钟)；
联省2,249羽 第13位；
全国赛7,046羽 第44位(1148 米/分钟)；
2011年杜尔丹517羽 第5位(1217 米/分钟)；
2011年图瑞277羽 第6位(1514 米/分钟)；
2012年蒙吕松260羽 第12位(1613 米/分钟)；
2012年亚精顿联省2,249羽 第13位(1148 米/分钟)；
全国赛7,046羽 第44位；
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735羽 第20位(1458 米/分钟)；
2012年波治联省1,690羽 第22位(1156 米/分钟)；
联省4,760羽 第52位；
全国赛16,859羽 第183位；
2013年亚精顿全国大区706羽 第25位(1183 米/分钟)；
2013年波治679羽 第33位(1045 米/分钟)；

顶级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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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战将

2013年亚精顿II全国大区1,036羽 冠军(1248 米/分钟)；
全国赛6,795羽 第89位；
2013年亚精顿I 375羽 冠军(1364 米/分钟)；
全国大区4,800羽 第5位；
2014年波提尔631羽 亚军(1020 米/分钟)；
联省949羽 第7位；
2014年亚精顿123羽 第5位(1523 米/分钟)；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2,595羽 冠军(1136 米/分钟)；
全国赛11,236羽 第7位；
2013年查特路I 309羽 冠军(1145 米/分钟)；
联省1,695羽 第21位；
全国大区4,503羽 第45位；
2014年吉恩473羽 第5位(1692 米/分钟)；
2014年索佩斯467羽 第5位(1147 米/分钟)；
2014年索佩斯1,483羽 第6位(1140 米/分钟)；
2012年索桑406羽 第8位(1344 米/分钟)；
2012年安吉威尔287羽 第9位(1195 米/分钟)；
2013年蒙吕松257羽 第10位(1433 米/分钟)；
2013年查特路II 244羽 第10位(1470 米/分钟)；
全国大区1,015羽 第25位；
2014年南图205羽 第10位(1189 米/分钟)；
2014年蒙吕松联省2,007羽 第46位(1181 米/分钟)；
联省3,892羽 第64位；
2012年盖雷联省851羽 第59位(1108 米/分钟)；

2013年亚精顿II全国大区1,036羽 冠军(1248 米/分钟)；2013年亚精顿II全国大区1,036羽 冠军(1248 米/分钟)；2013年亚精顿II全国大区1,036羽 冠军(1248 米/分钟)； 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2,595羽 冠军(1136 米/分钟)；2013年拉索特年联省2,595羽 冠军(1136 米/分钟)；

“亚精顿号”(The Argenton)

BE12-9032129
“弗洛尔”(Floor)

BE12-9032068

出自“新VIP”(New VIP)x “著名
61号直女”(Daughter Famous 61)

佑斯特. 狄史麦特作育，
迪布恩X凡朗克

(The Argenton)

全国大区/联省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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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拉布沃利 (La Bouverie)
的盖尔兄弟 (Gaie Brothers)
葛斯顿(Gaston)和杨(Jean).盖尔兄弟几年前开始就
引入了摩利斯.卡沙特鸽系，获得了非常优秀的成
绩。2010年，他们想要再次引入新鲜血液加强鸽舍
实力，这次他们决定去会一会老卡沙特的儿子塞巴
斯蒂安。“我们既想要引入一些新鲜血液，又想要
尽可能得保持原来的血统基础。塞巴斯蒂安鸽舍配
对所育出的赛鸽成绩太显赫了，我们毫不犹豫地就
选择了他的鸽系来壮大自己。”他们先是去拜访了
塞巴斯蒂安，从塞巴斯蒂安鸽舍那购入几枚鸽蛋，
然后准备等幼鸽孵出之后再相互配对。2011年，从
塞巴斯蒂安鸽舍购入的两枚鸽蛋孵出了“露露”的
父母鸽。第二年 “露露”就成为为比利时最佳一岁
鸽，她获得了：
波治全国赛16442羽 冠军；
拉佛特(La Ferté)529羽 冠军；
索桑469羽 冠军。

比利时布鲁耶尔 (Bruyelles)
的福瑞德瑞克.贝肯尼 (Frederic Beukenne) 
2008年，福瑞德瑞克从塞巴斯蒂安鸽舍引进了一羽雌
鸽，他将这羽雌鸽与他的“盖比号”(Gaby)配对，“
盖比号”当时刚刚获得了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冠
军。“盖比直子093号”(Son Gaby 093)就出自这对
配对，后来“盖比直子093号”又与“灰白条095
号”(white pen 095)配对。他们成为让人惊叹的黄金
配对，并且为贝肯尼鸽舍带来了惊人的成功。这组配
对作育后代在全国赛获得以下成绩：
2012年波治全国大区5,193羽 冠军；
全国赛16,859羽 亚军；
2013年波治联省2,379羽 冠军；
2012年威尔森联省1,010羽 季军；
2011年威尔森半全国赛6,659羽 第5位；
2012年亚精顿全国大区6,979羽 第31位；
2012年查特路全国赛15,902羽 第32位；
2011年亚精顿全国赛19,782羽 第61位；

比利时圣莱杰 (St Leger)
的卡罗和泽维尔.范德穆莱布鲁克父子 
(Carlos & Xavier Vandemeulebroeck) 
卡罗第一次获得塞巴斯蒂安原舍鸽还是多亏了儿子
泽维尔，泽维尔经常去塞巴斯蒂安鸽舍帮忙，当时
两位鸽友住在圣莱杰地区。范德穆莱布鲁克父子鸽
舍的基础种雌是“巴黎号”(Paris)正是来自塞巴斯
蒂安鸽舍，出自塞巴斯蒂安最初那支成功血系。她
后来作育出“托帕石”(Topaze)获得了2008年波治
全国赛19024羽老鸽组季军。后来她的直孙女“切
尔西”(Chelsea)又获得了2011年拿邦全国赛7027
羽一岁鸽组亚军。“巴黎号”还是“哈维”(Xavi)

的曾祖母，“哈维”曾获得2013年比利时4场长
距离赛最佳赛鸽季军，在他的赛鸽生涯中还曾5次
进入全省前3位！“巴黎号”的同孵兄弟“法伦海
特”(Farenheit)作育直子“波塞冬”(Poséidon)曾
经5次进入全国赛前100位！此外卡罗.范德穆莱布鲁
克还使翔“斯塔夫”的后代取得了不俗的赛绩。“
斯塔夫”孙代获得了波提尔全省935羽冠军以及阿
让联省1231羽冠军。

塞巴斯蒂安鸽舍后代所取得的最佳赛绩：
2008年波治联省2,339羽 冠军；
2012年亚精顿联省1,864羽 冠军；
2014年利蒙治联省1,851羽 冠军；
2009年布瑞福联省1,726羽 冠军；
2014年阿让联省1,231羽 冠军；
2012年卡奥尔联省942羽 冠军；
2014年波提尔联省930羽 冠军；

比利时玛琳堡(Mariembourg)
地区的弗兰斯.米肖(Francois Michaux)
2011年弗兰斯从塞巴斯蒂安鸽舍引进一羽幼鸽，这
是 “碧玉”(Bijou)的同窝兄弟。(“碧玉”是一羽非
常杰出的赛鸽，后来作育的 “凯特”，这两羽赛鸽
都是塞巴斯蒂安的名将)。这羽“碧玉”的同窝兄弟
后来被命名为“雨果”(Hugo)，他获得了一些让人
瞩目的好成绩，于是成为米肖鸽舍最强赛鸽之一。
吉恩1,631羽 冠军；
南图323羽 冠军；
波治125羽 冠军；
全国大区1,161羽 第22位；
利蒙治549羽 亚军；
全国大区5,228羽 第21位；
波治2,379羽 第3位；

其他鸽舍使翔成绩：
近年来塞巴斯蒂安鸽系在比利时鸽坛占据着非
常重要的地位，现在世界各地的鸽友都会想尽
办法来引入最优秀鸽系的后代，这也是很正常
的事情。不管在哪里，塞巴斯蒂安鸽系都会表
现出卓越的水平，进而拿到很多奖项，争夺
鸽王头衔，甚至在全国赛争金夺银，帮助他们
的新主人登上赛鸽人生高峰。然而现在寥寥数
页只能把比较有代表性的几家鸽舍列出作为参
考，这些鸽舍几年来用塞巴斯蒂安鸽系育出了
很多顶级赛鸽。为了让材料和数据更加清晰，
我们把赛绩的主要范围锁定比利时。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点：这些赛鸽为获胜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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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贝考特(Pecrot)
的罗杰和大卫.皮埃尔父子
(Roger & David Pierre)
当你将一羽优秀的赛鸽交到一位经验
丰富的鸽友手上，结果应该都没什么
两样，肯定是利用这羽优秀的鸽子将
自己的鸽舍打造成更强的战队。皮埃
尔父子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跟塞巴
斯蒂安是很好的朋友，靠着这关系罗
杰和儿子大卫在2014赛季开始之前
就从塞巴斯蒂安鸽舍里获得了几枚鸽
蛋。他们的目标就是尽快地测试这些
新鲜血液在比赛中的表现。虎父无犬
子这样的道理在这些幼鸽身上也得到
了直接体现。皮埃尔父子使翔一羽塞
巴斯蒂安原舍幼鸽获得了盖雷全国赛
16619羽第8位的好成绩。
这羽雌鸽为“鲁道”直子与“金棕榈
号”侄女配对作育。罗杰和大卫.皮埃
尔父子最后还获得了KBDB综合最佳鸽
舍亚军头衔。获得最佳头衔的4场幼鸽
赛入赏成绩都是三羽塞巴斯蒂安幼鸽
所获，塞巴斯蒂安鸽系让皮埃尔父子
鸽舍走上成功之路！

其他鸽舍使翔成绩：

(塞巴斯蒂安原舍鸽蛋，由皮埃尔父子使翔)

2014年盖雷1,186羽 冠军；

全国赛16,619羽 第8位；

2014年莫米尼292羽 冠军；

2014年罗里斯515羽 亚军；

2014年拉索特年联省 944羽第8位；

蒙吕松4981羽10位

苏普斯727羽5位

南图242羽7位

波治991羽29位

卡沙特-塞内沙原舍

(塞巴斯蒂安原舍鸽蛋，由皮埃尔父子使翔)(塞巴斯蒂安原舍鸽蛋，由皮埃尔父子使翔)

出自“2013-045”
x“阿莲娜”(Alena)

出自048/08
（所向无敌直孙）

X劳拉（拉若日近血）

母亲

出自“2013-045”出自048/08

“阿莲娜” (Alena)

BE13-9029197
“凯莎” (Kesha)

BE14-108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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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 CATALOGUE • FLYER 
PUB • POSTER WEBDESIGN
CUSTOM GIFT COMPANY 
LEAFLET • BUSINESS CARD 

ADVERTISING TOOLS 
MARKETING • INVITATION

AND MANY OTHER THINGS...

CREATIVITY, QUALITY & SERVICE

CONTACT :
CANDICEDPC@GMAIL.COM

+32(0)69/55.69.09



Photo Amalia, Slim, Nasdaq: Dominique Velghe
All other photos : pigeonphotography.nl

Lay-out : K10 Graph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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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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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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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