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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痴迷于赛鸽运动 例如, 我曾亲眼见证了祖
父雷米的巴塞罗那国际冠军归巢的时刻。当时我15
岁, 还无法完全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直到很多年
后乃至今天, 我开始理解这项成绩的真正影响。在
任何情况下, 这项巴塞罗那冠军成绩很明显得进一
步增强了我对赛鸽运动的兴趣。第二年我开始热衷
开发一个网站, 能够作为全世界鸽友的信息平台。
当时我并没有想要从中挣钱盈利。直到要开始在找
工作与继续PIPA项目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 我才萌
生了创建赛鸽拍卖机构的想法。2003年我毕业后, 
我知道我要尝试从PIPA盈利。我问父亲卡罗是否有

20年前, PIPA的名字还不存在。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关于赛鸽的网
站，但是PIPA域名直到2000年12月16日才完成注册。可以说这
本手册的发布标志着PIPA迎来20周年的生日。20年已经是一段
很长的时间, 尽管我仍然感觉自己很年轻。之所以感觉没有那么长, 
因为时间在飞快地过去。我们成长了很多, 我们也经历了迅速的发
展。而最为珍贵的是我最初没有想到PIPA会发展成为一家公司; 她
纯粹起源于我对赛鸽运动的一片热忱。

亲爱的鸽友们,

	 尼古拉斯 (左)、
 卡罗和托马斯.
 吉塞布赖特 
 (右) 在2020年

	 吉塞布赖特
 一家在PIPA成立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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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羽鸽子打算出售, 那羽鸽子又带来了
后来很多其他鸽子。我非常感谢我的
祖父取得的那项重要冠军头衔。"巴塞
罗那荣耀号" 由我父亲作育, 他是一羽
非常漂亮的赛鸽。我一直对我父亲和
祖父在赛鸽运动及周边行业内取得的
成绩而心怀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我的
父亲和母亲也一直对我和弟弟非常支
持。

例如, 我很小便拥有了第
一台电脑, 我们也很早便
接 入 互 联 网 服 务 。 我 的
家人一直对我非常支持。
我常常在祖父家学习, 因
为那里非常安静, 鲜有打
扰。他给我很多鼓励, 如
同当年激励他自己的孩子
一样。我的弟弟对我也很
重要。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在PIPA给
予我支持, 我对此心怀感激。后来他继
续参与到PIPA经营中, 也为项目进一步
发展贡献良多。老实说, 如果没有家人
的帮助, 我绝对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如果我的家人没有一直根植于赛鸽运动, 
PIPA就根本不会存在。我要对你们致以
最真挚的谢意。这些年中我的妻子一直
非常支持我, 尽管我们总是聚少离多。

20年艰苦的工作, 20年努力的日夜。
如今这些付出得到了回报。我的父亲、
我的弟弟、我自己、好友例如马丁.德
格拉夫（Martin Degrave）和很多员
工和代理-我们一起将PIPA带到今天：
全世界最大最专业的赛鸽拍卖网站！我
对此深感自豪。这个“孩童”已经成长
为 "青少年", 我们的这位 "少年" 表现很
好。

近年来我始终在钻研创业
精神。这需要积跬步才能
至千里。要掌控你的公司, 
你要对很多工作都有深入
的了解。在每个人的利益
以及公司的利益之间进行
权衡, 从短期特别要以长
期眼光来做出决策至关重
要。我真诚地认为这让我

与很多其他创业者区别开来: 我从来不
会追求短期成功, 如果这种成功从长期
来说会损害PIPA的利益。我们经常会
做出一些无法立即产生收益的决策, 但
是这却可以让我们长久受益。

当然我要感谢我们的卖家和买家。没
有他们的信任, PIPA无法取得今天的成
绩。以某种机缘与我们的公司产生联系

的所有人都帮助了我们取得今天的成
绩。我们形成了一个大链条, 每一环都
很重要且不可或缺。感谢所有为PIPA
的成功做出贡献或者曾做出贡献的人
们!

最后我要介绍一下这本手册。这里简单
介绍了一些在本拍卖季上线的特别拍卖
会。我们很自豪能够发布这本手册。我
们很自豪这么多成功守信的世界著名鸽
友选择我们的平台来组织他们的赛鸽拍
卖会。我认为这个拍卖季将是我们有史
以来最非凡的拍卖季。我们此前从来没
有上线如此众多高品质鸽。未来几个月
将非常特别, 这要得益于20年的辛勤努
力。一个成功故事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写
就的。伟大的成就不会凭空而来。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 
(Nikolaas Gyselbrecht), 
CEO和创始人

"离开他们的信任,
PIPA不会取得
今天的成绩"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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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KBDB全国中距离成鸽王冠军
 2015年亚精顿全省成鸽 1,273 羽亚军
 = 亚精顿成鸽312 羽冠军
 = 亚精顿全国成鸽 12,187 羽67位
2014年查特路全省一岁鸽2,664 羽9位
2015年波治全国大区成鸽 5,691 羽 12位
2015年查特路全国大区成鸽5,070 羽15位
 = 查特路全国 18,604 羽85位
2015年蒙吕松全国11,056 羽45位
 2014年盖雷全国大区成鸽504 羽17位
 = 盖雷全国2,429 羽84位
2015年苏普斯成鸽1,418 羽17位
2014年蒙吕松全国大区一岁鸽3,631 羽39位
 = 蒙吕松全国19,298 羽463位
2014年波治全国大区一岁鸽2,244 羽63位
 = 波治全国 10,141 羽237位
2013年奥尔良全省幼鸽 4,262 羽95位
2013年盖雷全国一岁鸽11,894 羽559位
2014年波治全国一岁鸽24,019 羽591位

"珊德拉"
(Sandra) VENUS BE13-6165019 

2015年
KBDB全国
中距离鸽王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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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鲁道夫

2020年拉索特年全国9,469 羽冠军/亚精顿全省 2,579 羽20位
伊苏丹全省2,147 羽46位/亚精顿全国大区4,957 羽140位
伊苏丹全国大区3,129 羽176位/波治全国23,195 羽236位
出自“汤姆兄弟”直子X“迪卡普里奥”直孙女

他被认为是国际鸽坛最具影响力的鸽友之一…被称
为耐久能育种站成功背后的 "力量" …但是首先; 他
是比利时赛鸽运动历史上最伟大的冠军之一! 创纪录
的17(!)项安特卫普联盟国王头衔…最近还5(!)次获
得全国赛冠军…还有很多引人注目的成绩。几十年
来安德烈以霍夫肯鸽系为基础, 不断取得佳绩…以基
础种公 "汤姆" 为种鸽战队的核心, 安德烈几乎具备
了点石成金的魔力！

2019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
和精选幼鸽拍卖
开拍日期: 2020年10月19日
结拍日期: 2020年11月1日

2020年 
拉索特年全国 

9,469羽
冠军

"新汤姆" (New Tom) MARS BE18-6230263  

耐久能冠军
André Roodho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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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赛鸽运动的鸽系

范德瓦尔
葛斯顿.

恐怕没有其他的鸽子能像葛斯顿.范德瓦尔
的 "奶酪小子" 一样, 作育出这么多代全国
优胜奖项后代。葛斯顿.范德瓦尔拥有一
支获得众多成功的战队。他们可以在最为
苛刻的环境中脱颖而出。他们的后代在世
界各地都取得佳绩！KBDB全国鸽王冠军  
"新金姆"、查特路全国冠军和KBDB全国
鸽王4位得主 "玛莉亚" 是鸽系现在的顶梁
柱。当今赛鸽时代她们的后代已成为诞生
新的全国冠军与鸽王的保证。

全舍拍卖会
起拍日期: 
2020年11月2日
结拍日期:
2020年11月15日和16日

2018年
KBDB全国
大中距离 

幼鸽王冠军

Hok Van De Wou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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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
鸽王4位
2018年查特路全国523公里
2,858羽冠军 (8月18日)
2016年拉索特年全国
16,613羽4位
2017年查特路全国523公里
14,955羽42位
2018年查特路全国523公里
18,799羽51位(6月11日)
2018年亚精顿全国11,823
羽117位(6月23日)
2018年波治全国5,831羽
120位(8月11日)
2018年盖雷全国5,331羽
163位

出自 "奶酪小子" 直孙X外孙
女的高度回血配对

2018年KBDB全国大中 
距离幼鸽王冠军

2018年查特路全国
17,281羽亚军-
523公里,分速1361
米/分,8月18日

2018年亚精顿全国
16,496羽12位-
552公里,分速1184
米/分,9月3日
 
2018年查特路全国
12,855羽21位-
523公里,分速1370
米/分,9月15日
 
2018年布洛瓦全省
2,923羽52位-
460公里,分速1488
米/分,9月8日

"新金姆"  
(New Kim) VENUS BE18-6063796 

"玛莉亚" 
(Maria) VENUS BE16-6023127 

2018年
KBDB全国
大中距离 
鸽王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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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奥林匹克比利时中距离代表鸽冠军
2018年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4位
2018年10场比赛系数低于10%
奥尔良全省冠军和936羽分速最高
布洛瓦408羽冠军/全省2,642羽8位
克莱蒙221羽冠军
冯特内682羽亚军
亚精顿552羽亚军/全省2,612羽7位
亚精顿全国11,823羽22位
波治786羽季军
查特路613羽季军/全国8,634羽54位

作育子代获得：
2019年PIPA排行榜亚精顿比利时最佳赛将4位
亚精顿全国5,158羽13位
盖比.凡德纳比“闪电号”的高度回血

"奥林匹克
伊万卡" 
(Olympic Ivanka) VENUS BE16-4070112 

2019年 
奥林匹克比利时 

中距离 
代表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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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鸽舍,大成就

2015年KBDB全省中距离幼鸽王冠军/2015年KBDB全国中距离幼鸽王5位
查特顿590羽冠军/维莱芒德345羽冠军
作育子代“索霍”获得：奥尔良798羽冠军/冯特内334羽冠军
克莱蒙181羽冠军/冯特内51羽冠军
作育子代“027/17”获得：亚拉斯297羽冠军
作育孙代获得：PIPA排行榜比利时4场全国赛最佳幼鸽亚军
2019年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亚军
2019年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7位/ 2019年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8位

吉瓦特-兰努成功的秘诀是他们小战队拥有着的巨大力量。他
们的种鸽舍以取得多项全省冠军以及全国或国际赛优秀成绩
与鸽王头衔的绩优赛雌为中心建立。只有最好的鸽子, 才能被
转进种鸽舍。经过年复一年的锻造, 终于铸就比利时最优秀的
中距离与大中距离战队之一。"小查特路雌" (Chateauke)和  
"小卡芙" (Kaafje)在基础种母中的处于关键位置。盖比.凡德
纳比 "闪电号" 和 "鲁迪 的三羽最优秀育种型直子(孙代): 闪电
CEO" (Bliksem CEO), "闪电盖比" (Bliksem Gaby)和 "盖比
国王" (King Gaby)则是基础种公中的
翘楚。在整个团队高度协同下,这个战
队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取胜能力。

全舍拍卖会(保留2020
年出生的一轮幼鸽)

起拍日期: 
2020年11月23日
结拍日期:
2020年12月6日

2015年
KBDB全省
中距离幼鸽

王冠军

"铂金" (Platina) VENUS BE15-4146027  

吉瓦特-兰努
Gevaert-Lann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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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和罗杰是过去的30年内荷兰马拉松赛领军
人物之一.....他们以在全国和国际赛中获得众多
冠军而著称, 还有众多鸽友以他们的鸽系取得佳
绩。他们的超级鸽, 诸如："小乔" (Kleine Jo)、 
"欧拉诺"(Olano)、"苏斯通号 "(De Soustons)、 
"柏拉图"(Pozzato)、"灰范诺本"(Blauwe Van-
oppen)和"白鼻号"( De Witneus)早已名闻遐
迩。这些赛鸽有着卓越的表现而且其多代后代
涌现冠军鸽。毋庸置疑，威南斯赛鸽是荷兰超
长距离赛历史上最佳血系之一。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系
和2020年生精选幼鸽拍卖 

起拍日期:
2020年11月30日
结拍日期:
2020年12月13日

荷兰马拉松赛大师

威南斯
哈利和罗杰.

2013年
ZLU 

WHZB全国
超长距离 
鸽王冠军

  Harry and Roger Wijnands

10



2013年ZLU WHZB全国超长距离
鸽王冠军
2013年阿让全国4,386羽7位 
2013年拿邦全国 4,515羽11位 
2014年阿让全国5,910 羽63位 
2014年拿邦全国 6,650羽530位 

祖父梅尔浪的超级雄"柯尔"获得
2008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
冠军

外祖父威南斯超级雄"白鼻号"获得：
2005年马赛全国3,679羽 7位 
2004年利蒙治全省1,527羽7位 
2002年波尔多全国 6,133羽8位 
2004年旺图山全国17位 
2003年旺图山全国 31位 
"白鼻号"是"灰范诺本"的直子 

"巴萨蓝波" 
(Barca Rambo)
MARS NL14-1331929  

"浅斑雄05号" 
(Lichte 05) MARS NL12-1916805  

巴塞罗那3年国际鸽王8位
2019年巴塞罗那全国 4,129羽33位
=巴塞罗那国际15,981羽70位
2017年波品纳全国 4,789羽65位
2016年拿邦全国5,042羽67位
2020年巴塞罗那全国 4,477羽82位
=巴塞罗那国际 12,000羽138位
2018年波品纳全国3,778羽151位
2017年巴塞罗那全国
4,504羽387位
2018年巴塞罗那全国
3,912羽401位
2020年波品纳全国4,283羽722位

父亲"蓝波207"获得：
2010年波品纳全国 59位
2012年波品纳全国236位 
2010年塔碧斯全国 338位 
2007年拿邦全国 353位 
2009年NPO亚精顿362位巴塞罗那

3年国际
鸽王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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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代"波治雌"获得: 波治全国17,499羽9位
全姐妹"金姆"获得: 盖雷全国14,245羽冠军
裘德汉姆中心幼鸽王冠军/LCB幼鸽王冠军
"贝耶斯"波治/亚精顿超级鸽王、亚精顿全国23,900羽38位
波治全国37,357羽87位/萨布利斯全省1,080羽4位
其他全兄弟姐妹获得: 蒙吕松全省1,913羽冠军
利蒙治全国一岁鸽14,211羽5位/2012年波治半全国一岁鸽2,263羽18位
2010年波治全国一岁鸽17,138羽26位
出自"奶酪小子直子托尔"x"席琳"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全姐妹"劳拉"获得:
2010年波治全国17,061羽冠军和39,577羽分速最高
波治全省2,312羽7位/萨布利斯全省1,080羽25位
波治全国37,357羽74位
全姐妹"赛琳娜"获得: 2013年波提尔全国大区一岁鸽2,538羽冠军
全姐妹"芬克"获得: 2011年波治联省幼鸽2,263羽8位
2012年亚精顿全国一岁鸽22,384羽20位
出自 "奶酪小子直子罗尼" x "吉林克斯雌169"

葛斯顿.
范德瓦尔

原舍

全姐妹 "劳拉" 
获得波治全国
17,061羽 

冠军

"金姆全兄弟" 
(Brother Kim) MARS BE13-6304768  

"劳拉全兄弟" 
(Brother Laura) MARS BE14-6230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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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瓦尔珍贵收藏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全姐妹"新金姆"获得: 201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王冠军
2018年查特路全国17,281羽亚军
2018年亚精顿全国16,496羽12位
2018年查特路全国12,855羽21位
2018年布洛瓦全省2,923羽52位
盖雷全国14,245羽冠军 "金姆" 的高度回血鸽
"金姆" 是 "奶酪小子" 的孙代

为了达到全国赛顶级水平，
莱奥和杰瑞.当克斯向大师级鸽友葛斯顿.范德瓦尔寻求
高品质赛鸽。结果令人惊喜！2014年KBDB全国大
中距离幼鸽王冠军 "泰山" (Tarzan), 内佛斯全国冠军  
"延特" (Jente), 还有好几羽全省和全国前十位成绩及
鸽王奖项。这些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克斯
的范德瓦尔原舍种鸽, 国际鸽坛巨星 "金姆" (Kim)、 
"劳拉" (Laura)、 "新金姆" (New 
Kim) 的全兄弟姐妹, 他们使得当克
斯父子声名鹊起。

超级范德瓦尔收藏
拍卖
起拍日期:
2020年11月30日
结拍日期:
2020年12月13日

全姐妹 "新金姆"
获得2018年
KBDB全国

大中距离幼鸽王
冠军

"新金姆全姐妹" 
(Sister New Kim) VENUS BE19-6099097  

莱奥和杰瑞.当克斯
Leo & Gerry Doc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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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DB头衔的王者

吉诺.克里克

2018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2018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所有长距离比赛最佳一岁赛将冠军
图勒全国5,326羽4位 / 利蒙治全国7,236羽5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27位。半兄弟/姐妹作育子代荣获: 2019年
KBDB全国全能鸽王冠军, 阿让全国一岁鸽组2,932羽冠军
基础种公 "海盗号" 直孙

"黄金国王"
(Golden King)  MARS BE17-3061598  

在当今赛鸽运动中, 吉诺.克里克无疑是全国鸽王头衔
及全国冠军的大赢家。"超级王子" (Super Prince) 
及 "海盗号" (Piraat) 荣获全国鸽王前三位, 为之后
的众多精彩表现打下了基础。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
冠军 "黄金王子" 的后代在最近五年带来了许多巨大
成就...包括3项KBDB全国鸽王冠军, 众多全国鸽王前
10位, 一长串全国前十位成绩以及PIPA排行榜众多

奖项。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家鸽舍
能与吉诺.克里克的成功相提并论, 
他就是最棒的！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
系和精选幼鸽拍卖
起拍日期： 
2020年12月14日
结拍日期： 
2020年12月26-28日，

2018年
KBDB全国
长距离一岁
鸽王冠军

  Gino Clic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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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冠军 / 2017年KBDB全国全能鸽王9位
贾纳克全国大区1,342羽冠军=贾纳克全国5,117羽6位
利蒙治全国10,554羽32位=利蒙治全省1,993羽7位 / 半姐妹 "可爱公主" 荣获:
盖雷全国16,262羽4位/查特路全国25,710羽42位
基础种鸽 "超级王子" 和 "黄金王子" 直 (外) 孙女

201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王冠军/ 查特路全省5,904羽冠军
盖雷全国5,331羽4位/查特路全省3,402羽8位
波治全国20,284羽14位/查特路全国8,634羽18位
外祖父 "黄金王子" 荣获: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
作育多代全国顶尖赛将后代

2017年
KBDB全国
长距离一岁
鸽王冠军

2018年
KBDB全国
大中距离成
鸽王冠军

"黄金公主" 
(Golden Princess) VENUS BE16-3107401  

"第一夫人" 
(First Lady) VENUS BE16-314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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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托内被认为是比利时赛鸽运动中最优
秀的鸽友之一。 "奇才" 乔斯.托内以他的能
力不断赢得佳绩并且作育了众多KBDB全国
鸽王和奥林匹克代表鸽, 从而将赛鸽运动带
入了新的维度。乔斯总在赛鸽品质上领先一
步, 现在他的儿子马克新及泽维尔沿着父亲
的足迹前进, 显示出了出色的赛场统治力。
他们是比利时表现最卓越的鸽系之一, 托内
鸽系将继续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所有最佳赛鸽+晚生顶
级鸽拍卖
起拍日期: 2021年1月4日
结拍日期: 2021年1月17日

比利时著名鸽系

托内
马克新&泽维尔.

2021年 
奥林匹克候选
鸽,总计荣获
11次冠军

Maxim & Xavier Thon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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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奥林匹克候选鸽
总计荣获11次冠军
迪济勒格罗565羽冠军
费欧洛日4,600羽4位
2019年查特路全国4,209羽  7位
2020查特路地区冠军
全国大区2,158羽21位
塞扎讷4,316羽16位
塞扎讷2,796羽21位
波治5,831羽85位
拉昂555羽亚军
苏尔顿378羽 亚军
奇梅126羽 亚军
查勒维尔334羽5位
奇梅327羽 5位
圣斯887羽 10位
- "莎琪" 回血外孙女, "莎琪" 荣获:
拉索特年全国23,848羽 冠军
- 外祖父 "卡文帝" 荣获:
2008年全国速度鸽王冠军

"坎迪拉"
(Candira) VENUS BE16-2226034  

"超级乔"
(Super Joe) 
MARS BE16-2226897  

2019年波品纳全省冠军 (950公里)
=波品纳全国 3,915羽87位
2018-2019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
最佳波品纳赛将 5位
2018年波品纳 (950公里)
全国3,966羽 84位
2019年利蒙治 (689公里)
全国大区1,491羽94位
2019年巴塞罗那 (1108公里)
全国7,301羽 128位
2019年OFC国际鸽王冠军
- 全兄弟姐妹荣获:
2018-2020年PIPA排行榜
巴塞罗那国际赛将14位
2017-2020年PIPA排行榜
巴塞罗那国际赛将28位
- 祖父 "小乔" 荣获:
马赛国际20,786羽9位
后代荣获全国3.-4.-6.-8.-10.-10.位

2019年 
波品纳全省
冠军 (95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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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拉姆全国一岁鸽5,030羽冠军 (652公里)
=9,555羽分速最高 (领先17分钟)
=非常艰苦的比赛 (分速1059米/分)
2017年杜尔斯全省3,478羽季军 (447公里)
2018年查特路全省2,992羽44位 (482公里)
2017年蓬图瓦兹全省18,184羽77位(232公里)
2018年利蒙治全国7,236羽90位 (631公里)
2018年亚精顿全国19,859羽178位 (509公里)
出自 "齐达内直子" X"小盖雷雌"

"安格拉姆先锋"
(Angouleme Vooruit) MARS BE17-3011637  

全国赛顶尖高手

诺伯特.亚里

比利时鸽友诺伯特.亚里(Norbert Ally)及其儿子史蒂芬.亚里(Stefan Ally)
以他们绝对的优异战绩多年来蜚声鸽坛！像 "舒马赫" (Schumi), "内马
尔" (Neymar), "豪达" (Gouda), "卢卡斯" (Lucas)和 "安格拉姆先锋"  
(Angoulême Vooruit)这些震撼级的赛将和种鸽, 无疑是他们顶级鸽中的
精英。亚里的战将在晴朗高温天气和强逆风的比赛中极有优势, 他们的表
现一直惊艳众人！鸽系强大的育种实力为亚里及引进亚里鸽系的其他鸽友
带来了长久成功保证。众多全国冠军的血统中都有亚里血系。这让他们成
为世界大中距离和长距离赛事的佼佼者之一！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
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起拍日期: 2021年1月18日
结拍日期: 2021年1月31日

众多全国冠军血统中都有亚里血系



安格拉姆全国
一岁鸽5,030羽

冠军 
(652公里)

Norbert 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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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2020年苏雅克全省1,310羽冠军 (693公里)
2020年欧瑞拉克全省516羽冠军 (680公里)
(以上2场比赛仅间隔7天)
-全兄弟 "年轻内马尔":
2017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幼鸽王季军
-父亲 "内马尔":
2015年蒙托邦全国3,990羽冠军 (789公里)
=6,119羽分速最高 (领先10分钟)
2014年布瑞福全国3,850羽亚军 (663公里)
2014年PIPA排行榜3场比赛比利时长距离一岁鸽亚军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6位

2017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幼鸽王季军
2018年贾纳克全国4,940羽19位 (642公里)
2017年杜尔斯全省6,741羽4位 (447公里)
2017年杜尔斯全省1,483羽5位 (447公里)
2017年布洛瓦全省2,380羽15位 (408公里)
2017年奥尔良全省3,398羽27位 (357公里)
2017年蓬图瓦兹全省18,184羽34位 (232公里)
(2017年所有成绩在6周内获得)
-父亲 "内马尔":
2015年蒙托邦全国3,990羽冠军 (789公里)
=6,119羽分速最高 (领先10分钟)
2014年布瑞福全国3,850羽亚军 (663公里)
2014年PIPA排行榜3场比赛比利时长距离一岁鸽亚军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一岁鸽王6位

-子代 "新舒马赫":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王亚军
-子代 "小盖雷雌":
盖雷全国大区幼鸽2,707羽亚军
"小盖雷雌" 作出子代 "安格拉姆先锋":
安格拉姆全国一岁鸽5,030羽冠军 (652公里)
=9,555羽分速最高 (领先17分钟)
-子代 "新舒玛":
冯特内196羽冠军/全省2,832羽4位
"新舒玛" 作出子代 "年轻内马尔":
2017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幼鸽王季军
"新舒玛" 作出子代 "新内马尔":
2020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新内马尔" 
(New Neymar) MARS BE18-3121469  

"年轻内马尔"
(Neymar Junior) MARS BE17-3011652  

"年轻舒马赫"
(Schumi Junior) MARS BE13-3126131  



2020年
KBDB全国
长距离鸽王

季军

2017年
KBDB全国
小中距离幼
鸽王季军

"年轻舒马赫"
作出孙代

作出多羽
子/孙代获
得全国顶级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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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种鸽和赛鸽拍卖

开拍日期: 
2021年1月25日
结拍日期: 
2021年2月7日

荷兰NPO赛风云人物

范德科伊肯
德克森-

德克森-范德科伊肯 (Derksen-Van De Keu-
ken) 是荷兰当前最优秀的长距离赛鸽友组合
之一。当他们用沃克 "奥林匹克索兰吉" 最佳
育种直子与奥林匹克荷兰代表鸽 "奥林匹克麦
迪森" 配对后, 比赛成绩发生了质的飞跃！安东
尼和爱德温仿佛具备了点石成金的魔力, NPO
冠军、全国和全省鸽王以及多项1000羽比赛
冠军。 这使安东尼.德克森与爱德温.范德科
伊肯达到了荷兰赛鸽运动的绝对顶级水平。

超级赛将,
荣获 2项 

NPO 冠军!

Derksen-Van De Keu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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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O摩林科7,778羽冠军
NPO查特顿2,404羽冠军
NU查特顿国际2,996羽冠军
NPO查特路 2,871羽8位
费欧洛日 4,087羽13位
全兄弟姐妹作育子代荣获：
南图5,442羽冠军
拉昂1,794羽冠军
全省13,292羽亚军
道夫尔1,205羽冠军

父: "奥林匹克索兰吉直子"
德克森-范德科伊肯基础种公 
沃克父子标志鸽 
"奥林匹克索兰吉" 最佳子代之一 

母: "奥林匹克麦迪森"
2015年布达佩斯奥林匹克
荷兰代表鸽亚军
作育子(孙)代 4次入赏NPO/
全省冠军

"麦迪森2.0" 
(Madison 2.0) 
MARS NL18-1509702  

"麦西玛" 
(Maxime)

VENUS NL17-1699472  

2020年费欧洛日全国大区
14,036羽冠军
2019年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9年WHZB全国全能鸽王5位
2019年PIPA排行榜荷兰最佳全
能赛将7位 
波治7,559羽4位
魁夫兰3,337羽4位
威尔森1,189 羽8位
比尔吉斯2,319羽12位
博特尔2,114羽13位
外/祖父 "理查多" 荣获:
沙隆 4,883羽冠军
NPO 查特顿 2,390 羽季军
共计 3次入赏冠军奖项

2020年
费欧洛日
全国大区

14,036羽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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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图勒全国 
6,206羽亚军
= 全省 1,381羽冠军
2019年伊苏丹全省 4,269羽30位
2019年查特路1,806羽17位 
2018年盖雷全省2,228 羽75位  
2020年波治全省5,662 羽194位 
2018年查特路全省4,185羽225位  
2019年 查勒维尔238羽季军

著名的斯豪斯-德瓦勒三人 
联合鸽舍有75% 的路易斯.

凡龙老血系

"银图勒号" 
(Silver Tulle)

MARS BE17-4078583 2019年
图勒全国
6,206羽

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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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冠军鸽舍

斯豪斯-德瓦勒

2018年利蒙治全国7,274羽6位/2019年利蒙治全国9,661羽15位
2017年布瑞福全国9,132羽28位/2019年亚精顿全省3,079羽38位
2016年波治全省1,963羽21位/2018年布瑞福全省2,043羽91位
2016年亚精顿全省2,654羽98位

PIPA即将推出斯豪斯-德瓦勒长期成功赛鸽生涯的首次拍卖会。 
比利时著名的三人赛鸽团队的鸽系有75%的路易斯.凡龙老血系。 
鸽舍由阿历克斯.斯豪斯 (Alex Schoors) 和摩利斯.德瓦勒 (Maurice 
De Waele) 成立于1999年。当时他们购买了4羽鸽子, 包括 "灰凡龙" 
(Blauwen Van Loon) 和 "斑凡龙942" (Geschelpt Van Loon 942), 
这两羽超级鸽成为成功的基础。他们获得了2018年亚精顿全国冠军 
(31,702羽分速最高)、2014年蒙吕松全国冠军 (33,528羽分速最高)
、2003年KBDB全国综合最佳鸽舍冠军、2010年KBDB全国最佳综合
鸽舍亚军以及2009年KBDB全国最佳鸽舍
季军。他们绝对是比利时最强鸽系之一。

2019年及以前出生
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
幼鸽拍卖

起拍日期: 2021年2月8日
结拍日期: 2021年2月21日

"钻石利蒙治"  
(Diamond Limoges) MARS BE15-4020885  

  Schoors-De Wa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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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支能在最艰难的国际赛事中占据统治
地位的比赛和育种鸽系是倚天.梅尔浪毕生的
追求。数十年来这支鸽系取得了堪称传奇的
表现, 赢得了全国冠军及全国和国际鸽王。他
的鸽系以传奇种雌 "伊琳娜" 为基础...她的后
代不断为这位比利时赛鸽大师赢得胜利。

2018年及以前出生
全部种鸽拍卖

预计拍卖日期: 
2021年10月

长距离赛的统治者

倚天.梅尔浪

2019年
三场国际赛
比利时最佳
成鸽冠军

Etienne Meirla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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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三场国际赛比利时
最佳成鸽冠军
2019年KBDB全国
超长距离鸽王12位
2019年波城全国2,797羽7位
2019年圣维仙全国2,953羽63位
圣维仙全国2,758羽87位
波品纳全国3,966羽107位
波品纳全国3,922羽139位
圣维仙全国3,053羽269位
-全兄弟/姐妹 "282/15":
2019年巴塞罗那全国66位
-父亲 "472号":
2009-2013年5次入赏巴塞罗那赛
2011年巴塞罗那全国12,170羽6位
2012年波品纳全国16位/国际
16,921羽19位
-母亲 "美丽女王":
2014年巴塞罗那全国
8,764羽71位
2013年马赛国际48位
2014年巴塞罗那国际60位
2012年波品纳国际77位

2017年KBDB全国超
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7年巴塞罗那全国7,847羽
7位=国际16,759羽27位
2017年波品纳全国4,620羽
10位=国际14,673羽35位
 
- 祖父 "蒙拿"("伊莲娜"直子)获得
2012年欧洲杯E组全国鸽王亚军
2012年 "大洲杯" 
奥林匹克E组代表鸽亚军
2011年拿邦国际12,605羽冠军/
2010年拿邦国际13,335羽13位
2011年蒙托邦全国9,091羽52位

"钻石安妮塔"
(Diamond Anita)

VENUS BE14-1040453  

"VIP波城号"
(VIPau) MARS BE15-4254695  

2017年
KBDB全国
超长距离 
鸽王冠军

25



雄踞全国顶级水平几十年

山格斯赛鸽

世界最优秀的 "基特尔" 育种型全姐妹, 迪克.范登布克顶级种鸽,
后代鸽获得PIPA排行榜荷兰6场比赛最佳幼鸽冠军
"王牌精英" 全国中距离鸽王15位/半省全能鸽王冠军 (500公里)
半省中距离鸽王冠军/尼尔尼斯全省16,973羽分速最高
蓬圣麦森斯半省12,127羽冠军/沙隆-香槟5,940羽冠军
苏瓦松4,090羽冠军/尼尔尼斯3,393羽冠军/南图3,086羽冠军
南图12,413羽4位/伊内斯1,952羽冠军/罗耶281羽冠军/NPO20,172羽亚军
贝尔吉斯全省6,961羽季军/NPO4位/圣斯全国大区8,415羽10位
罗耶NPO20,172羽6.-9.位/蓬图瓦兹全国8,086羽12.-36.位
NPO蓬圣麦森斯6,733羽13位/NPO雷特尔2,796羽16位

荷兰的山格斯战队已成为国际赛鸽运动中家喻户晓的
鸽友, 除了取得众多辉煌成绩外, 他们还拥有世界最佳
范登布克收藏、 最完整的史蒂芬.兰布瑞契收藏和优秀
的 "最佳基特尔" 家族…过去的辉煌成绩塑造了他们在
当今赛鸽运动的统治地位。

2020年及以前出生
全部最佳赛鸽和种鸽
拍卖
预计拍卖日期:
2021年12月 "金粉佳人"  

(Gold Dust) VENUS BE15-4264261  

世界最优秀的 
"基特尔" 育种

型全姐妹

Sangers Pige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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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登布克 "基特尔" 超级育种型全姐妹
"安吉莉娜" 后代鸽获得:
"王牌精英" 全国中距离鸽王季军
尼尔尼斯全省16,973羽分速最高/NPO雷特尔冠军和4,088羽分速最高
2020年联盟季后赛鸽王冠军/苏瓦松3,475羽冠军/伊普内1,178羽冠军
2017年韦尔万1,052羽冠军/罗耶281羽冠军/南图256羽冠军/10,186羽6位
尼尔尼斯158羽冠军/圣斯109羽冠军/布兰肯海姆全省17,726羽亚军
马斯特里赫特半省5,846羽亚军/马斯特里赫特半省5,846羽季军
圣斯NPO4位/全国大区8,415羽10位/贝吉斯全省25,391羽5位
蓬圣麦森斯NPO18,889羽8位

超级优秀的范登布克种鸽！
出自 "基特尔" x 其母亲 "奥林匹克萝茜塔", 此配对唯一留在欧洲的子代,
通过PIPA在线拍卖会以创纪录价格引进
-父亲 "基特尔" 荣获:
2013年KBDB全国速度鸽王冠军 /魁夫兰25,000 多羽分速最高   
魁夫兰17,000多羽分速最高 / 魁夫兰2,023羽亚军/魁夫兰2,443羽季军
-母亲 "奥林匹克萝西塔" 荣获:
2012年尼特拉奥林匹克代表鸽冠军/ "超级鸽" 全国速度鸽王冠军
2012年KBDB全省速度鸽王冠军/MSN全国全能鸽王亚军
2012年KBDB全国速度鸽王4位

"基特尔" 
超级育种
型全姐妹

超级优秀
范登布克
种鸽！

"安吉莉娜" 
(Angelina) VENUS BE15-4100451  

"贝斯基"  
(Banksy) MARS BE18-4224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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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维尔德街 18号 9910 克涅瑟拉尔（比利时）
电话: (+32) 9374 3887  电邮: sales@pipa.be

www.pipa.be

* 中文服务专线:
中囯: 微信ID: gsmd6955 昵称: 歲月入禪
刘建明:18631917485（微信）
台灣: 0919 947 612 / 0920 356 927
Line ID: maggiehsiao618 及 chris77927

* 中囯/台灣總代理: 卢娜
中囯: 136 0041 4206 微信 ID: Luna2669
台灣: 0963 388 519 Line ID: Luna8519
* 中囯代理: 项骥翔 133 1680 9999
微信ID: 13316809999

* 中国代理&撰稿人: 孙洁 186 9188 9399
微信:18691889399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