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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赛鸽人生
亲爱的鸽友，
我们特别自豪地宣布这场拍卖会, 这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鸽舍之一。范德瓦尔鸽
舍将不再参赛。要兼顾赛鸽和一份全职工作并不可行，尽管他的儿子库尔特在最
后几年加入帮忙。父亲葛斯顿已取得了足够的荣誉。他们已经下定决心, 大幕即
将落下。"奶酪小子" 已经成为鸽友们家喻户晓的名字，这绝对是一羽超凡种鸽,
可以与盖比.凡德纳比的 "闪电号" 或者杨.胡曼斯的 "哈利" 相媲美。

葛斯顿的种鸽阵容一直都不大, 他也没有出售
过大量鸽子。但你可以看到很多向他引援的鸽
友都使用这些鸽子取得了成功。这让我想起鲁
道.克拉森的养鸽方式: 小规模鸽舍、数量有限的
鸽子、精心选择、在其他鸽舍成功率极高。几
乎每位投资引进葛斯顿.范德瓦尔赛鸽的鸽友都
对鸽子非常满意。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尽管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 ▲
(Nikolaas Gyselbrecht)
PIPA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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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上出售的后代数量非常有限 ,"奶酪小子"
却出现在众多鸽王和全国冠军的血统中。
如果你与中国鸽友谈到葛斯顿.范德瓦尔, 或者
你与一些中国或者国外鸽友一起拜访葛斯顿，
他们将他视为神明般的存在。如果你问中国
鸽友如今最流行的赛鸽, 他们的答案经常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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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 "葛斯顿.范德瓦尔的鸽子。" 我也非常
诉我: "尼古拉斯, 你将会听到很多关于他的消
喜欢他的鸽子。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塞巴斯蒂
息。" 结果证明他是对的。
安.卡沙特以一羽出自葛斯顿.范德瓦尔雌鸽的
赛鸽取得2011年全国中距离鸽王冠军。几年
他的辉煌成绩并非一时侥幸所得, 因为每赛季
后他又赢得全国中距离鸽王冠军头衔, 鸽王同
葛斯顿都能赢得重要全国赛冠军或者鸽王头
样出自这羽雌鸽。这第1羽鸽王是 "阿玛丽娅",
衔, 使用他的赛鸽的其他鸽友同样如此。每赛
第2羽鸽王则是 "尼古拉斯"
季这些赛鸽也能在中国赛场
。换句话说, 他凭借1羽雌鸽
赢得1项或者多项重要头衔,
"他们决定与我们合作，
作育的2羽子代在几年内两
那里还是公棚赛的圣地麦
次斩获比利时最具重量级的
加。我们非常荣幸当今最著
将信任交到我们的手上。
头衔。这确实让我感觉非常
名也是最受赞誉的鸽友再次
我们视之为一种认同!"
神奇。
同意将他的鸽系收藏在PIPA
上线。玛莉亚和库尔特非常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
尽管很多圈内人已经知道了
务实, 平易近人, 总是很谦逊,
他的实力, 但对我来说还那
尽管他们取得了很多好成
是一个突破性时刻, 我记得15或者16年前, 我
绩。他们决定与我们合作, 将信任交到我们手
拜访如今已经去世的乔斯.英格斯(Jos En上, 我们认为这代表着一种认同。葛斯顿、玛
gels)。他提到周围地区的一家实力很强的鸽
莉亚和库尔特, 感谢你们给予的信任。我们将
舍, 这就是葛斯顿.范德瓦尔鸽舍。公平的说，
尽最大努力让你们以应得的方式来告别一段美
我当时并没有听说过他。但是我记得乔斯告
妙的赛鸽生涯。

全部鸽系拍卖

 在拍卖合同签订后，葛斯顿、玛莉亚&库尔特
与PIPA的尼古拉斯、托马斯&伊万一起合影留念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
(Nikolaas Gyselbrecht)
PIPA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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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酪小子育种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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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酪小子" (Kaasboer)  BE98-6335690
"托尔"
(Torre)  BE03-6257240
奶酪小子直子-金姆之父

"金姆"

(Kim)  BE09-6111514
盖雷全国 14,261 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 23,900 羽38位
波治全国 37,357 羽87位

(Son Kaasboer)  BE01-6345099

"杨"
(Jan)  BE07-6033105
奶酪小子直孙
新金姆祖父

"克莉斯汀"

"卡米尔"

(Mother Barbara)  BE04-6307259
奶酪小子直女

(Kristin)  BE10-6031858
奶酪小子直女
玛莉亚外祖母

(Kamiel)  BE09-6111599
奶酪小子直子 – 劳拉半兄弟
玛莉亚祖父

"芭芭拉"

"芭芭拉之母"

"玛莉亚之父"

(Barbara)  BE09-2035886
3次全省冠军

(Mother Maria)  BE14-6072406
奶酪小子直孙女

(Father Maria)  BE14-6072376
奶酪小子直孙

"芭芭拉之母"

"迪娜"(金姆全姐妹)

"小玛莉" (金姆全姐妹)

"嘉士伯"

"玛莉亚"

(Dina)  BE10-6031731
波治全国 30,742 羽28位
新金姆外祖母

(Marieke)  BE09-6111546
利蒙治全国14,211 羽5位
新金姆祖母

(Jasper)  BE12-6023340
芭芭拉直子
玛莉亚祖父

(Maria)  BE16-6023127
1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4位
查特路全国2,858羽冠军

"新金姆之母"

"赛雷克"

"钻石金姆"

(Mother New Kim)

(Selleke)  BE12-6023210
新金姆祖父
2018年KBDB全国鸽王5位之父

(Diamond Kim)  BE20-6188032
亚精顿全国23,286 羽14位
查特路全国20,789羽35位

 BE14-6072399

"新金姆之父"
(Father New Kim)
 BE14-6072307
2018年KBDB全国鸽王冠军

"棕榈金姆"
(Palme Kim)  BE20-6188059
新金姆半姐妹
查特路全国大区 5,465羽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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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酪小子直子"

"新金姆"
(New Kim)  BE18-6063796
2018年KBDB全国鸽王冠军

"黄金新金姆887"
(Golden New Kim 887)
 BE19-4184887
出自新金姆X黄金王子

超级种鸽 "奶酪小子"
作育众多子代&孙代获得：
全国&全省优胜奖项
以及鸽王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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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尼"
(Rony)  BE07-6033129
奶酪小子直子
劳拉之父

"尼尔斯"

"瑞克"

"安妮克"

(Niels)  BE08-6177698
奶酪小子直子

(Rik)  BE03-6257098
奶酪小子直子

(Anneke)  BE07-6033018
奶酪小子直女

"劳拉"

"萨姆"

"米诺"

(Laura)  BE09-6111538
波治全国17,138 羽冠军

(Sam)  BE11-6119144
诺尔之父

(Minoe)  BE09-6111515
诺尔之母

"赛琳娜"

"诺尔"

"蒂娅"

(Serena)  BE12-6023303
波提尔全国大区 2,538 羽冠军
劳拉姐妹

(Noor)  BE12-6023320
威尔森半全国 10,480 羽冠军
波治全国 13,588羽17位

(Tia)  BE08-6177661
拉索特年全国3,562羽亚军
盖雷全国2,953 羽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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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棕榈号"
(Palme d’Or)  BE09-6111726
11年KBDB全国鸽王冠军 "阿玛丽娅" 之母
13年KBDB全国鸽王冠军 "尼古拉斯" 之母

"阿玛丽娅"
(Amalia)  BE10-9039333
2011年KBDB全国鸽王冠军

"尼古拉斯"
(Nikolaas)  BE11-9065429
2013年KBDB全国鸽王冠军

= 奶酪小子子代
= 奶酪小子孙代

"新金姆"

"玛莉亚"

"黄金新金姆887"

(New Kim)  BE18-6063796

(Maria)  BE16-6023127

(Golden New Kim 887)  BE19-4184887

= 奶酪小子曾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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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瓦尔时代,
赛鸽运动重要历史阶段的终结
国际赛鸽运动的大新闻; 最辉煌的范德瓦尔鸽系, 将在PIPA 成立20周年之
际上线拍卖。其中包括轰动鸽坛的KBDB全国鸽王冠军 "新金姆"…也包括查
特路全国冠军和KBDB全国鸽王4位 "玛莉亚"…还包括所有其他现役顶级赛
鸽，经过证明的种鸽…总而言之就是世界著名的 "奶酪小子" 鸽系; "奶酪小
子" 是范德瓦尔的标志鸽, 可能也是当今赛鸽时代最成功的全国赛冠军和鸽王
后代的作育者。
2014年减少鸽系的规模后, 葛斯顿努力
寻找赛鸽运动的正确方法。当时葛斯顿刚
过70岁, 他感到日常打理赛鸽成为沉重的
负担…2019年葛斯顿多次住院, 他的儿
子库尔特赶来接班, 他非常希望能够沿着
父亲的道路继续前进。他管理鸽舍, 葛斯
顿提供支持和建议, 也会在日常管理方面
帮忙。2019和2020年库尔特意识到繁
忙的工作和年轻的家庭让他想要在如今的
赛鸽运动中取得成功的非常困难。"库尔
特很自然地做出了出售全部鸽系的决定,"
葛斯顿说。"养鸽已经几乎65年, 我已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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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自己这已经够了。玛莉亚和我能有
点时间更多地享受生活, 拜访我们要
在赛鸽运动中感谢的所有朋友。我非
常自豪很多鸽友能够以我的鸽子取得
成功;这是一位鸽友能够收到的最高级
赞誉。"
❱ 从小养鸽
"我的赛鸽生涯可谓非常美妙," 这是葛斯
顿做出的简单总结。1944年出生, 作为
鸽友的儿子, 他不可避免地被赛鸽运动的
魅力细菌所感染。16岁他便首次拥有了

自己的鸽舍, 如同很多优秀冠军一样; 葛斯顿是
一位固执的男孩, 他对赛鸽的想法与他人不同。
他作为钻石切割工习得的脾气也被带到赛鸽
中…这就是要细心并且认真地把握你的宝贝。
对于年轻的葛斯顿来说, 这些准则非常有效,
当时他以幼鸽参加短距离赛。"魁夫兰和拿
永…然而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 生活总是
充满诱惑, 把所有精力都放到赛鸽上看起来
有点愚蠢。60年代我还在尽情享受生活,
不断参加聚会后来娶了玛莉亚。安顿下来
后, 我作为鸽友的生
活才真正开始。"

部必须能表现出活力。鸽子必须
"紧凑"…这就是我在寻找的类型,
但要找到这样的鸽子非常困难。
我作育了一些能够满足这些要求鸽子,
不久后我的成绩便上来了。"

葛斯顿快乐地回顾起那些日子。"我很好赌, 喜
欢为鸽子押注。那时我上笼鸽子不多, 但都很
好。我的鸽子赢了很多比利时法郎。我记得9
月和10月的重要比赛, 我总会准备一些鸽子。
2周内我赢了12万比利时法
郎。包括冠军和亚军，那时
候成绩非常出色。"结婚时,
"我们非常自豪能
70年代初葛斯
葛斯顿就答应玛莉亚养鸽费
够看到很多鸽友
顿打开了赛鸽的
用会实现自给自足。奖金占
胜利大门, 他严格选
收入的大部分, 另外葛斯顿
用我们的鸽子
择引进鸽, 他对好鸽
还将他最好鸽作育的幼鸽
取得成功"
的 "黄金感知力" 产
带到里尔的市场出售…几
生。伊曼纽尔.兰布瑞
年后特别是很多德国鸽友
契 (Emanuel Lam开始来找葛斯顿, 他们用葛
brechts) 的鸽子融入邻居斯坦.古伊瓦茨 斯顿的鸽子取得了很大成功。随着超级赛绩
(Stan Gooyvaerts)的 "灰加农炮"(Stan
和援外成绩越来越多地到来,他的明星地位开
Gooyvaerts), 还有魁夫兰赛专家路易斯.莫
始逐渐显现。
里 (Louis Molle) 的品质鸽…属于葛斯顿.范
德瓦尔的游戏开始了。"我的鸽舍总有好鸽,"
❱ 全国 (国际赛) 的突破
葛斯顿解释道。"我对鸽子的第一印象告诉我
从约瑟夫和法兰斯.古瓦特 (Jozef en Frans
是否留下他, 好鸽必须不能太大或者太沉, 头
Goovaerts) 引进超级鸽 "奶酪小子", 如同将

范德瓦尔赛鸽
蓝牌; 赛鸽运动中
的高级代表
世界上高档的威士忌以酒标来划分等级。
蓝牌尊尼获加 (Johnnie Walker) 是最
高级的…使用最稀少的基酒调配, 以独特
的酒标数字编码来销售，这代表着 "同类
中最为高档"…
范德瓦尔赛鸽就是赛鸽运动中的蓝牌威士
忌。他们能带来众多胜利…在最艰苦的环
境下取得出色表现…在全世界都赢得佳
绩！历经多年以耐心和精心打造的一支世
界鸽系, 直到正确的获胜方案被发现…这
个方案已经持续发挥多代, 因此还将影响
未来几十年的赛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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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带到巴塞罗那或者将C罗引进
至皇家马德里…这意味着一段光辉
岁月的开始。对于葛斯顿本人来说,
2004年他的名字首次在KBDB全国
最佳排行榜出现。尽管只上笼几羽
赛鸽参赛, 后来几年内 "奶酪小子"
的后代为他取得了众多全国和全省
前名次…其中包括2009年盖雷全国
冠军 "金姆"和2010年波治全国冠军
"劳拉", 还有2009年裘勒汉姆中心
全国幼鸽冠军头衔和2007年KBDB
全国幼鸽最佳鸽舍冠军头衔, 这些都
是最受关注的成绩…2014年PIPA
拍卖会过后, 雄厚的基础血系又诞生
了新的冠军例如 "新金姆" (2018年
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和 "
玛莉亚" (查特路全国冠军和2018
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4位)。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鸽友以 "奶酪小
子" 的后代取得优秀成绩; 事实上最
终可能世界上没有其他种鸽能够作
育这么多代如此众多的全国冠军。
著名鸽友们都开始疯狂追求新的热
门 "奶酪小子" 血统, 贝拉尔的门铃
一直在响着…克里斯蒂安.亨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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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Hennes) 和迪克.范戴克 (Dirk
范德瓦尔赛鸽的特点在真正的 "赛鸽天气" 条件下
Van Dyck) 的赛鸽地位被改变; 众多明星鸽
会表现得更加优秀。在分速大约1100米/分的
友乔汉.狄贝塞 (Johan De
比赛领先并取胜。葛斯顿: "
Belser)、艾迪.詹森 (Eddy
他们的体型不大, 身体结构
Janssens)、吉林克斯父
紧凑, 头脑非常聪明。保持
可能世界上没有其
子 (Luc, Bart and Jürgen
自然健康对我来说非常重
Geerinckx)、提奥.伊斯考
要。我从来不会用预防性药
他种鸽如同 "奶酪小子"
特 (Theo Yskout)、法兰
物, 总会将抗生素使用降到
那样, 能够作育这么
斯.雷门纳茨 (Frans Rijme最低水平。因此他们的天然
多代如此众多的
nants) 和提奥.胡伊瑟贡
抵抗力都非常好。我作育的
(Theo Huysegoms) 都带
坏鸽子不多, 这是汰选的结
全国冠军。
着优秀种鸽来合作育种, 甚
果。当然我也很幸运能够拥
至国际顶级明星盖比也期待
有那羽奇迹种鸽: 我的 "奶酪
与葛斯顿进行合作育种, 这
小子", 他带来了一代又一代
一切都真实地说明了范德瓦尔赛鸽的地位。
的冠军。他的遗传能力非常强大, 这就是我的鸽
子的优势。"
❱ 最后的五年
2014年葛斯顿在PIPA出售全部成鸽前不久, 他
已转向以鳏夫制比赛雌鸽。"我看到雌鸽开始在
全国赛占据统治地位, 我一直在关注着当今赛鸽
运动的最新进展," 葛斯顿说。例如; 1982年葛
斯顿将年轻雄鸽与成年雌鸽配对进行激励。从
2014年开始, 葛斯顿以所有顶级鸽的年轻子代
组建了种鸽战队。总共24对种鸽，著名鸽友们
再次非常感兴趣, 竞相来寻求合作育种,

慷慨大方铺就了
成名之路
千禧年前最后10年内, 范德瓦尔的很多鸽子
通过里尔的市场出售给鸽友们, 特别是欧洲
鸽友。"回顾起来, 这是在不同鸽舍检验我的
鸽子的最好方式, "葛斯顿说。 "因为我不会
有所保留; 我都是将最好的种鸽后代带到里
尔。很多买家都联系到我告诉我取得了好成
绩。" 那是他的实力已经显现…
后来几年, 来自里尔市场的收入已经无足轻
重, 葛斯顿仍然会应俱乐部要求捐赠一些兑
换券。 "买到这些兑换券的鸽友总能够经常
挑选他们自己喜欢的幼鸽。我也总是给他们
最好种鸽作育的后代…甚至出自" 奶酪小子
"的子代也被以兑换券的方式送出去。我相
信拿出我所拥有的最好的, 能够带来很多胜
利的鸽子。即便在最后几年, 我这里只有赛
鸽，没有种鸽后代可以出售, 鸽友还可以挑
走他们喜欢的鸽子。只要离开这里的鸽子,
我都对他们的顶级品质怀有100%的信心任何品质不好的鸽子, 我都会立即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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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
范德瓦尔赛鸽
范德瓦尔赛鸽与其他鸽子有何不同呢？葛斯
顿.范德瓦尔进行了如下总结:
- 不会太大或者太沉…
		 任何时候平衡性都很好
- 头脑聪明, 赛鸽必须非常有活力;
- 紧凑一体; 而不是仅有羽毛;
- 在艰苦比赛条件下表现出色;
		 逆风和高温天气
- 能在分速1100-1200米/
		 分的比赛中领先取胜
- 能够作育多代冠军
葛斯顿的赛鸽多在中距离和大中
距离赛 (空距最远到550公里)
表现出色。"然而每年我也会在
安特卫普长距离俱乐部参加1到
2场长距离赛。他们的表现也很
优秀, 今年的680公里利蒙治赛
我取得了超级赛绩-因此他们肯
定可以在很多空距比赛中取得顶
级表现。

10

全部鸽系拍卖

例如福雷迪和雅克.范希兄
作和家庭…当然后两者更加重
弟…今年他们的全国冠军
要。他确实认真地做过尝试, 但
"我们现在停下了,
就有范德瓦尔血统。还有
是我支持他的选择, 不再继续养
我们尽可能地好…
凡艾登-葛瓦斯 (Van Eyn鸽。可以说我们在赛鸽生涯的
所有顶级鸽都
de-Govaerts), 盖比.凡德
巅峰停下脚步, 你很难再取得比
纳比也再次前来合作, 他以
全国冠军 "玛莉亚"和全国鸽王
在拍卖行列内"
"鲁迪" 配对了2羽范德瓦尔
"新金姆" 更好的成绩。我平静
的雌鸽, 合作都迅速达成。
地做出决定, 尽管这意味着范德
还有与尼古拉斯.吉塞布赖
瓦尔的赛鸽时代即将结束。"
特的合作育种, 都是PIPA菁英育种中心的顶级
鸽。库尔特: "尼古拉斯梦想在自 这场范德瓦尔PIPA拍卖会, 将上线所有赛鸽、
己的种鸽舍收藏比利时最优秀的 种鸽和幼鸽-所有质量差的个体已被淘汰。"我
血系。非常自豪我们的最佳鸽
不会留下任何
被认为跻身比利时赛鸽运动最
鸽子, "葛斯顿说
佳行列。"
道。" 我将拜访
我的赛鸽好友,
新育种战队的后代开始比赛后,
看比赛等鸽, 如
葛斯顿又将他们带到高水平。
同往常一样。自
他几乎很轻松地做到了。 "然
然我也会关注我
而每年过去, 我对赛鸽运动投入
们鸽舍后代的成
100%精力的动力都会消减一
绩; 每当范德瓦
些。夏季中旬全国赛到来之时,
尔血统的一羽赛
我又来了感觉, 但是其他时间,
鸽赢得重要比
这确实耗费了比想象中更多的精 赛, 我都非常高
力。2019年我因为肺炎而4次
兴。我肯定这场拍卖会的买家也将会以我们的
住院。库尔特无暇兼顾养鸽与工 毕生成果将成绩提升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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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鸽系拍卖

笑着回顾过去
76岁的葛斯顿养鸽已将近65年。尽管最近十
几年葛斯顿才在世界鸽坛名声鹊起, 他最珍视
的回忆却要回到60和70年代。"那时候每个
人都在赛鸽," 葛斯顿笑着说。"每条大街你都
至少可以看到一些鸽舍。当时比赛以短距离为
主, 你可以赢得很多钱。那时的赛鸽运动更加
放松, 也更加偏向于娱乐和休闲。"
后来几十年赛鸽运动魅力当然要数紧张的全国
赛…获胜的元素总在我的头脑里盘旋。我成功
后, 闻名世界, 玛莉亚和我就能够到中国去旅
行, 也能经常受邀参加赛鸽活动。我们遇到了
很多很好的人, 交了新朋友。我们也非常感谢
这种机会。然而出名也意味着我的家里来了众
多访客、电话等。在我们这样的年纪, 我需要
更多的休息。不留下任何鸽子, 我肯定可以彻
底放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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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酪小子"; 全国冠军的源泉
在赛鸽历史上, 可能没有像葛斯顿.范德瓦尔的 "奶酪小子" 作育如此
多代的众多全国冠军
葛斯顿.范德瓦尔从短距离转变到中距离一年前，环号
为BE98-6335690的雄鸽来到葛斯顿鸽舍。他由约瑟
夫和法兰斯.古瓦特(Jozef & Frans Goovaerts)作育,
当时约瑟夫&法兰斯.古瓦特在 魁夫兰与拿永赛几乎是
不可战胜的存在…而只有葛斯顿偶尔可以战胜他们。
他们决定交换鸽子, 当时约瑟夫.古瓦特是一位黄油、
奶酪和鸡蛋销售员, "690" 就以作育者来命名, "奶酪小
子" 意思就是 "奶酪制造者"。
作为种鸽最初几年 "奶酪小子" 与巴特.亨德里克斯
(Bart Henderickx)的一羽漂亮雌鸽配对。亨德里克
斯是一位很有进取心的16岁鸽友, 他以葛斯顿的鸽子
在拿永赛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表现。由于环境原因, 巴特
退出了赛鸽运动。他将自己最好的雌鸽都给了葛斯顿,
条件是在他决定要重新养鸽时, 他可以从葛斯顿鸽舍得
到最新的育种资源。"奶酪小子" X "亨德里克斯雌" 这
对配对作育了众多顶级赛鸽和种鸽, 例如:
- "波治号"( Den Bourges),
波治全省3988羽冠军、全国26679羽15位
- "雌鸽王2010"(Asduif 2010),
2010年安特卫普联盟长距离鸽王冠军
- "饶舌小灰"( Rap Blauwke), 图利2,007 羽冠军,
子代 "芭芭拉" 获得2项全省冠军和1项全国大区冠军,
孙代为塞伯斯曼 (Schepmans) 获得2010年拉索特
年全国21782羽亚军。
12

- "奶酪小子直子托尔240/03" (Torre Son Kaasboer 240/03), 子代 "金姆" 获得盖雷全国14245羽
冠军、蒙吕松全省1913羽冠军("蒙吕松号")、子代为
克雷伯特-狄布寇斯 (Cleirbait-Desbuquois) 获得亚
精顿全国30690羽冠军, 也是2018年KBDB全国鸽王
冠军 "新金姆" 的双重曾祖父。
- "奶酪小子直子瑞克098/03" (Rik Son Kaasboer
098/03),子代 "缇娜" (Tia) 获得拉索特年全国亚军和
蒙吕松全省亚军, 孙代 "诺尔" (Noor) 获得威尔森半全
国冠军和15359羽分速最高、"葛斯顿"
为乌维.伯格(Uwe Berg) 获得奥林匹克代表鸽资格、
"小洁特"(Jetje) 获得拉索特年全省冠军等。
后来几年 "奶酪小子" 与很多其他雌鸽配对, 他们作育
的众多后代赢得很多冠军直至全国冠军…另外的一对
著名配对是 "奶酪小子" 与吉林克斯原舍雌鸽BE086259169的配对, 他们作育了 "卡米尔"
(Kamiel), 而 "卡米尔" 的孙代 "桑德拉" (Sandra) 获
得查特路全国2855羽冠军、拉索特年全国16613羽4
位等。还作育了 "爱丝特" (Ester)
的父亲, "爱丝特" 获得2013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最佳
幼鸽6位…配对 "奶酪小子直子罗尼" X
"吉林克斯169" 也作育如下顶级子代:
-‘劳拉’(Laura), 2010年波治全国冠军和39577羽
分速最高

全部鸽系拍卖

- ‘赛琳娜’(Serena), 2013年波提尔全国大区2538
羽冠军
"奶酪小子" X BE04-6307210作育的子代 "罗尼",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芭芭拉" 的父亲…他们的孙代 "金
棕榈号" (Palme D'Or) 在卡沙特-塞内沙鸽舍作育:
- ‘阿玛丽娅’(Amalia), 2011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
鸽王冠军
- ‘尼古拉斯’(Nikolaas), 2013年KBDB全国大中距
离成鸽组鸽王冠军
"奶酪小子" 与大约5-6羽雌鸽配对, 子代及后几代都有
冠军鸽… "奶酪小子" 10岁时在葛斯顿的手中去世。这
羽鸽子因为造就了范德瓦尔鸽舍如今的地位, 而被众人
铭记。每晚葛斯顿坐在起居室内, 他总会习惯地注视这
如同钻石般美好的眼睛。

全部鸽系拍卖-没有保留！
这场拍卖会过后, 葛斯顿和库尔特.范德瓦尔
父子将不再保留任何鸽子。为什么不用 "全
舍拍卖" 这样的词语呢？葛斯顿解释道: "我
非常期待没有鸽子的生活…没有了鸽子的羁
绊, 玛莉亚和我能够尽情地做我们喜欢的每
件事情。然而我一生都与鸽为伴, 我不能保
证我不会怀念他们。如果我重新开始, 最早
也要到2022年, 也不再使翔我自己的鸽子,
因此我将永远不会出具范德瓦尔的血统书。
如果使用了全舍拍卖会, KBDB就会禁止我
在未来2年内参赛, 我不想受此约束。"

"奶酪小子" 后代最重
要的冠军成绩
2009年奥林匹克德国全能代表鸽 (乌维.伯格)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代表鸽 (瓦尔特. 佛尔摩Walter Vol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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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沙特-塞内沙)
2018 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组鸽王冠军 (范德瓦尔鸽舍)
2020年PIPA排行榜比利时3场全国赛最佳幼鸽冠军
(艾尔文.塞伯曼斯Erwin Schepmans)
2019年PIPA排行榜3场长距离赛最佳一岁鸽冠军 (BDS战队)
蒙吕松全国冠军和40,104羽分速最高
(马歇尔和根特.佛卡门M. & G. Vercammen)
2010年波治全国冠军和39577羽分速最高
(葛斯顿.范德瓦尔Gaston Van De Wouwer)
波治全国幼鸽33,461羽冠军 (沃斯-燕纳斯Vos-Jennes)
亚精顿全国30,690 羽冠军
(克雷伯特-狄布寇斯Cleirbait-Desbuquois)
2010年拉索特年全国21782羽冠军和亚军
(塞伯曼斯－哈耶Schepmans-Hayen)
2016年亚精顿全国幼鸽19592羽冠军
(汤姆和杨.伊文Tom & Jan Iwens)
盖雷全国14,245 羽冠军(葛斯顿.范德瓦尔)
内佛斯全国 11,579 羽冠军 (莱奥和杰瑞.当克斯L. & G. Dockx)
2020年利蒙治II全国一岁鸽 9,756羽冠军 (福雷迪.范希兄弟)
2017年阿让全国成鸽9740羽冠军 (BDS战队)
2018年查特路全国成鸽4641羽冠军
(巴特和南希.范欧克Bart & Nance Van Oeckel)
2019年拿邦全国一岁鸽3580羽冠军 (BDS战队)
2018年查特路全国2855羽冠军 (范德瓦尔鸽舍)
2019年查特路全国成鸽2850羽冠军 (巴特.佛贝克Bart Verbeek)
2017年查特路全国成鸽 1,727羽冠军 (伊夫.范德波尔Yves Vandepoel)
2013年中国河北影视公棚冠军 (莱克父子Th. & Marcus Lecke)
2011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汽车奖 (英特帕罗玛鸽舍Interpalomas Lofts)
2013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汽车奖（英特帕罗玛鸽舍)
2012年葡萄牙特比鸽王冠军 (格哈德.莫斯特Gerhard Most)
2019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诺伯特亚里Norbert Ally)
威尔森半全国冠军和15,359羽分速最高(葛斯顿.范德瓦尔)
波治全国大区12532羽冠军/全国33524羽亚军
(福麦尔贝根-威恩斯Vermeerbergen-Wilms)
亚精顿全国大区/全国 11,001羽季军(葛斯顿.范德瓦尔)
2013年波提尔全国大区冠军 (葛斯顿.范德瓦尔)
威尔森半全国冠军(凡艾登-葛瓦斯Van Eynde-Goova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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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俯视众人，为 "新金姆" 竖起大拇指

2018年KBDB全国大中距
离幼鸽组鸽王冠军
让我们回到2018年9月15日那个周六, 贝拉尔默克文 (Melkouwen) 8号的后院, 葛斯顿.范德瓦
尔的花园里紧张的气氛正在弥漫, 这可能是 "新金姆" 在比利时天空赛场完成她最后进攻的一天，
她将全力竞逐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组鸽王头衔…媒体众人都来见证，还有两位重要客人: 尼古
拉斯.吉塞布赖特和中国著名鸽友开尔鸽业邢伟先生, 他也为葛斯顿赛鸽而着迷…他们不想错失这让
葛斯顿难忘的一天。
"新金姆" 作为幼鸽便已取得优异成绩, 8月18
日查特路全国亚军…9月3日亚精顿全国12
位、9月8日布洛瓦全省52位…显然空距越远,
比赛越艰苦，这羽顶级雌鸽越能够取得出色表
现, 她是全国冠军 "金姆" 的回血。要斩获全国
鸽王冠军头衔的话, 需要4项顶级入赏成绩，
因此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查特路全国赛就是斩
获终极荣誉的唯一机会。随着更短空距鸽友的
首批赛鸽归巢并完成打钟, 气氛更加紧张，所
有观赛的人们很快意识到, 只要飞行时间在6.5
小时左右, "新金姆" 是足够取得这项头衔的…
比赛司放时间为8:30, 接近下午3点, 一切都安
静下来, 观赛的人们都在关注着天空。葛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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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处看着他们, 并没有感觉到压力…他很享
受这最喜爱的时刻; 等待参加全国赛的赛鸽归
巢。 当紧张气氛达到顶点, 一羽灰色雌鸽如同
火箭般到来, 葛斯顿朝鸽舍走过去查看打钟时
间…观赛的人们已经屏住呼吸, 那是 "新金姆"
吗？
只从羽色是无法判断的, 因为葛斯顿上笼的12
羽赛鸽都是灰色雌鸽。他看过鸽钟, 取下橡胶
环, 缓缓地转身朝向众人, 竖起了大拇指…如
同皇帝赞赏了角斗士的表演。现在的贝拉尔如
同古罗马时代的圆形竞技场, 充满了掌声和欢
呼…除了大师本人-他转过身, 将手插到衣袋里,
眼睛则已注视天空来搜寻下一羽归巢鸽。

全部鸽系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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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姆"

(New Kim)  BE18-6063796

"金姆" 回血鸽
201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查特路全国17281羽亚军
亚精顿全国16496羽12位
查特路全国12855羽21位
布洛瓦全省2923羽52位
勒芒全省1315羽165位

父亲: (Father

New Kim)

母亲: (Mother

New Kim)

"新金姆之父"

"新金姆之母"

 BE14-6072307
"芭芭拉" 直孙, 出自
"金姆" 姐妹

 BE14-6072399
出自 "奶酪小子直孙" X
"金姆"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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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姆之母"
(Mother New Kim)  BE14-6072399

作育子代代表: "新金姆", BE18-6063796
201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查特路全国 17,281羽亚军
亚精顿全国16,496羽12位
查特路全国12,855羽21位
布洛瓦全省2,923羽52位
勒芒全省1,315羽165位
"棕榈金姆", BE20-6188059
查特路全国大区5,465 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15,322羽5位
波治全国大区 9,844羽95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7,393羽371位

"棕榈金姆"

(Palme Kim)  BE20-6188059
查特路全国大区5,465 羽冠军
查特路全国15,322羽5位
波治全国大区 9,844羽95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7,393羽371位
父亲: (Brother Anette)

"安妮特兄弟"

16

父亲: (Jan)

母亲: (Dina)

 BE14-6072424 / 出自尼寇直子X安妮克

"杨"

"迪娜"

母亲: (Mother New Kim)

 BE07-6033105
"奶酪小子" 直孙

 BE10-6031731
"金姆" 全姐妹

 BE14-6072399
出自 "奶酪小子直孙" X "金姆" 姐妹

"新金姆之母"

 作育

❱❱ "新金姆" 子代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黄金新金姆
887"

(Golden New Kim 887)  BE19-4184887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作育子代代表: "钻石金姆"，BE20-6188032
PIPA排行榜4场全国赛全国鸽王6位
亚精顿全国23,286羽14位
查特路全国20,789羽35位
波治全国大区9,844羽206位
"钻石金姆同窝姐妹"，BE20-6188031
莫伦1,488羽22位
莫伦1,781羽71位
查特路全国15,322羽224位

父亲: (Golden

Prince)

母亲: (New

Kim)

"黄金王子"

"新金姆"

 BE13-3031767

 BE18-6063796

出自 "新金姆" X
"黄金王子"
17

❱❱ "新金姆" 家族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PIPA排行榜4场全国
赛全国鸽王6位

"钻石金姆"

(Diamond Kim)  BE20-6188032

亚精顿全国23,286羽14位
查特路全国20,789羽35位
利蒙治全国大区9,844羽206位

父亲: (Golden

New Kim 887)

"黄金新金姆
887"
 BE19-4184887
出自 "新金姆" X "黄金王子"

18

母亲: (Maria)

"玛莉亚"
 BE16-6023127
201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4位
查特路全国 2,858 羽冠军

❱❱ "新金姆" 家族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作育

"塞拉"

"赛雷克半兄弟"

(Sella)  BE19-6038056

(Halfbrother Selleke)  BE14-6072311
"赛雷克" 是 "新金姆" 的祖父
全兄弟作出子代获得2018年波
治全国23,854羽冠军，
范胡特-塞尔使翔

作出子代获得:
伊苏丹全国18,176羽27位
盖雷全国12,888羽67位
亚精顿全国19,592 羽204位
亚精顿全国23,258羽219位

伊苏丹全国18,176羽27位
盖雷全国12,888羽67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10,995羽88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8,123羽171位
父亲: (Halfbrother

父亲: (Dirk

Van Dyck)

母亲: (Vera)

"迪克.凡戴克"

"维拉"  BE09-6358796

 BE10-62977742

"奶酪小子" 的直女

Selleke)

亚精顿全国23,258羽219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 6,671羽227位
波治全国大区8,215羽291位

母亲: (Direct

van Zwam)

"赛雷克半兄弟"

"范兹瓦姆原舍"

 BE14-6072311

 NL17-1056219
100% 威利. 丹尼斯–
出自 "凯特全兄弟" X "仟翼全姐妹"

"奶酪小子" 的外孙

19

❱❱ "新金姆" 子代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出自 "新金姆" X
"黄金王子"

出自 "新金姆" X
"黄金王子"

"黄金新金姆
133"

"黄金新金姆
359"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出自 "新金姆" X
"黄金王子"

出自 "新金姆" X
"黄金王子"

(Golden New Kim 133)
 BE19-4185133

"黄金新金姆
349"
(Golden New Kim 349)
BE20-4158349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20

全部鸽系拍卖

(Golden New Kim 359)
BE19-4185359

"黄金新金姆
350"
(Golden New Kim 350)
BE20-4158350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出自 "新金姆" X
"勇敢哈利"

出自 "新金姆" X
"保时捷911"

出自 "新金姆" X
"保时捷911"

"哈利新金姆
511"

"新金姆保时捷
583"

"新金姆保时捷
703"

(Harry New Kim 511) BE20-4158511

(New Kim Porsche 583)  BE19-4184583

(New Kim Porsche 703)  BE19-4184703

与杨.胡曼斯合作育种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21

❱❱ "新金姆" 子代

出自 "新金姆" X
"保时捷911"

"新金姆保时捷
799"

22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出自 "新金姆" X
"保时捷911"

"新金姆保时捷
015"

全部鸽系拍卖

出自 "新金姆" X
"保时捷911"

"新金姆保时捷
016"

(New Kim Porsche 799) BE20-4157799

(New Kim Porsche 015) BE20-4158015

(New Kim Porsche 016) BE20-4158016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合作育种

❱❱ "新金姆" 兄弟姐妹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独家超级呈现

"新金姆全兄弟"

(Brother New Kim)  BE18-6063776
"新金姆之父" 于2018年冬过世
亚精顿全国大区 4,990羽162位
查特路全国17,281羽193位
父亲: (Father New Kim)

"新金姆之父"

 BE14-6072307
"芭芭拉" 直孙, 出自 "金姆" 的全姐妹
母亲: (Mother New Kim)

"新金姆之母"

 BE14-6072399
出自 "奶酪小子" 直孙X "金姆" 全姐妹

"新金姆半兄029"

(Halfbrother New Kim 029)  BE16-6023029

"新金姆半姐"
(Halfsister New Kim’)  BE15-6285015

作育子代: BE20-6188047
赛迈斯2,009羽37位
莫伦1,488羽76位
父亲: (Father New Kim)

父亲: (Father New Kim)

 BE14-6072307
"芭芭拉" 直孙, 出自 "金姆" 的全姐妹

 BE14-6072307
"芭芭拉" 直孙, 出自 "金姆" 的全姐妹

母亲: (Sister Noor)

母亲: (Sister Laura)

"新金姆之父"

"新金姆之父"

"诺尔全姐妹"

"劳拉全姐妹"

 BE14-6072391

 BE14-6072403
23

❱❱ "新金姆" 兄弟姐妹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新金姆半兄779"
(Halfbrother New Kim 779’)  BE15-6048779
父亲: (Ulrik)

"乌尔里克"
 BE14-6072382

作育子代获得:
伊苏丹全省 1,400羽6位
24

母亲: (Mother

New Kim)

"新金姆之母"
 BE14-6072399
出自 "奶酪小子" 直孙 X "金姆" 全姐妹

亚精顿全国19,592羽36位
亚精顿全国 11,823羽51位

全部鸽系拍卖

 作育

"路易斯全姐妹"
(Sister Louis)  BE14-6072352
父亲: (Sergio)

"塞尔吉奥"

 BE08-6369094
"奶酪小子" 直子

伊苏丹全国8,248羽60位
亚精顿全国3,322羽69位

母亲: (J

& J Engels)

"英格斯兄弟"

 BE11-6326793
"亚精顿号" 半姐妹

蒙吕松全国9,857羽124位
盖雷全国5,331羽129位

❱❱ "新金姆" 家族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全姐妹

"艾莉卡"
亚精顿全国19,592羽 36位
亚精顿全国11,823 羽 51位
伊苏丹全省1,400羽77位
图勒全国大区1,045羽81位

(Erika)  BE16-6023134
波治全省2,651 羽123位
盖雷全国5,331羽129位
波治全国大区8,989羽357位
母亲: (Sister

父亲: (Halfbrother

New Kim)

"新金姆半兄弟779"
 BE15-6048779

Louis)

"路易斯全姐妹"
 BE14-6072352
"奶酪小子" 的直孙女

"艾莉卡全姐妹" (Sister Erika)  BE17-6053371
伊苏丹全省1,400羽6位
伊苏丹全国8,248羽60位
亚精顿全国3,322羽69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3,737羽102位
蒙吕松全国 9,857羽124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959羽134位
威尔森联省 5,462羽209位
波治全国大区7,052羽219位
波治全国大区2,836羽 227位

25

❱❱ "玛莉亚"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玛莉亚" 获得的众多荣誉

 葛斯顿.范德瓦尔收到
2018年PIPA排行榜
比利时5场全国赛最佳
成鸽的获奖证书

BEST OLD BIRD ON THE BELGIAN
NATIONAL RACES - 5 PRIZES

THIS CERTIFICATE IS AWARDED TO
BE16-6023127

Gaston Van De Wouwer
FINAL PIPA RANKING RESULT ‘BEST
OLD BIRD WITH 5 PRIZES IN THE
BELGIAN NATIONAL RACES’ AFTER
FROM BOURGES I, CHÂTEAUROUX
THE RACES
I, ARGENTON I, GUÉRET, CHÂTEAU
CHÂTEAUROUX III, ARGENTON
ROUX II, ARGENTON II, BOURGES
III, CHÂTEAUROUX IV. THE AVAILABLE
II,
NATIONAL, ZONAL AND PROVINCI
AL RESULT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THIS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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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莉亚"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玛莉亚"
创造了奇迹

"玛莉亚"

2018年夏季, 酷热的天气肆虐着比利时, 使得
这个幼鸽赛季成为历年来最艰苦的赛季之一。
8月18日的第3场查特路全国赛是幼鸽赛重中之
重的比赛。在范德瓦尔家，虽然比赛氛围很紧
张, 但葛斯顿非常有信心他的赛鸽团队能够大有
收获: "越是这样艰苦的比赛, 我的鸽子越能有所
作为。"

(Maria)
 BE16-6023127

除了上笼了一些状态良好的幼鸽外, 葛斯顿还
挑选了一些成年雌鸽参赛, 就像以往一样, 赛季
末他总是比较谨慎。其中就有两岁鸽 "玛莉亚"
......她作为幼鸽、一岁鸽、两岁鸽都展现出其优
秀的天赋, 获得多项顶尖入赏成绩, 包括2016
年拉索特年全国4位和2018年全国51位-117位
-120位-163位等, 而如果她在查特路赛也能
高位入赏, 将能跻身KBDB全国鸽王前5位。
查特路赛开笼约6.5小时后, "新金姆" 归巢完成
打钟, 这场比赛是她的成名之战, 她以此获得了
KBDB全国鸽王冠军头衔.....而葛斯顿的注意力还
在别处, 他的目光却从来离开天空, 好像他早已知道
"玛莉亚" 将会带给他另外一项特别的惊喜。
当观赛鸽友们忙着计算 "新金姆" 的分速以及她
能够赢得幼鸽全国鸽王几率时, "玛莉亚" 像一枚
炮弹般从空中呼啸而来, 523公里空距, 她的分
速达到了1351米/分。葛斯顿眨了眨眼睛, 欢迎
她凯旋, 一切尽在不言中。不久 "玛莉亚" 被宣
布荣获查特路全国成鸽2,855羽冠军....这美好的
一天, 将永远成为葛斯顿记忆中的珍藏！

全部鸽系拍卖

父亲: (Father Maria)

"玛莉亚之父"
 BE14-6072376
"奶酪小子" 的直孙
母亲: (Mother Maria)

"玛莉亚之母"
 BE14-6072406
"奶酪小子" 的外孙女

2018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4位
查特路全国 2,858羽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16,613羽4位
威尔森全省1,889羽7位
查特路全国14,955羽42位
查特路全国18,799羽51位
波治全国大区8,989羽91位
亚精顿全国11,823羽117位
波治全国5,831羽120位

布洛瓦全省 2,661羽125位
吉恩全省5,470羽149位
盖雷全国 5,331羽163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 4,592羽207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7,332羽281位

作出子代代表:
"钻石金姆", BE20-618803
亚精顿全国23,286羽14位

查特路全国20,789羽35位
波治全国大区9,844羽206位

"钻石金姆同窝姐妹"，
BE20-6188031
莫伦1,488羽22位
莫伦1,781羽71位
查特路全国15,322羽224位
27

❱❱ "玛莉亚" 之母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玛莉亚之母"
(Mother Maria)  BE14-6072406

作育孙代代表：
"钻石金姆"，BE20-6188032
亚精顿全国23,286羽14位
查特路全国20,789羽35位
波治全国大区9,844羽206位
"钻石金姆同窝姐妹"，BE20-6188031
莫伦1,488羽22位
莫伦1,781羽71位
查特路全国15,322羽224位

"奶酪小子" 外孙女

28

父亲: (Jasper)

母亲: (Kristin)

"嘉士伯"

"克莉斯汀"

 BE12-6023340
"芭芭拉" 直子

 BE10-6031858
"奶酪小子" 直女

❱❱ "玛莉亚" 子代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出自 "玛莉亚" X
"黄金王子"

出自 "玛莉亚" X
"黄金王子"

出自 "玛莉亚" X
"黄金王子"

"黄金玛莉亚
815"

"黄金玛莉亚
209"

"黄金玛莉亚
210"

(Golden Maria 815)  BE19-4184815

(Golden Maria 209) BE20-4158209

(Golden Maria 210) BE20-4158210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联合作育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联合作育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联合作育
29

❱❱ "玛莉亚" 子代

出自 "玛莉亚" X
"黄金王子"

"玛莉亚" X
"保时捷911"

"黄金玛莉亚394"

"玛莉亚保时捷197"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联合作育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联合作育

(Golden Maria 394) BE20-4158394

30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Maria Porsche 197) BE19-4185197

全部鸽系拍卖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出自 "玛莉亚" X
"保时捷911"

出自 "玛莉亚" X
"保时捷王子"

"玛莉亚保时捷579"

"玛莉亚王子586"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联合作育

与PIPA菁英育种中心联合作育

(Maria Porsche 579) BE20-4157579

全部鸽系拍卖

(Maria Prince 586)  BE19-418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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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莉亚" 全兄弟/姐妹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玛莉亚" 同父半姐妹

"玛莉亚" 同父半姐妹

"小莉" (Lieke)  BE18-6063712
"玛莉亚" 之父于2018年过世
查特路全国17,281羽20位
亚精顿全省2,579羽87位
艾索顿全省2,174羽88位
父亲: (Father

32

Maria)

全部鸽系拍卖

利蒙治全国10,319羽102位
查特路全国2,850羽108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5,507羽117位
波治全国大区6,524羽285位
母亲: (Fracqui)

"玛莉亚之父"

"芙拉魁"  BE14-4000572

 BE14-6072376
"奶酪小子" 直孙

"利蒙治号" 直孙女
福雷迪和雅克.范希作出

"玛莉亚半姐003"
(Half Maria 003)  BE15-6285003
作育子代：
BE17-6053326
吉恩全省4,348羽140位
父亲: (Father

Maria)

母亲: (Sister

Noor)

"玛莉亚之父"

"诺尔全姐妹"

 BE14-6072376
"奶酪小子" 直孙

 BE14-6072450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玛莉亚之父全兄弟"
(Brother Father Maria)  BE14-6072330

作育直女: BE16-6023144
查特路全国14,762羽75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4,703羽170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3,486羽263位
父亲: (Kamiel)

"卡米尔"

 BE09-6111599

"玛莉亚之父同窝兄弟"
(Nestbrother Father Maria)
 BE14-6072377

全部鸽系拍卖

"玛莉亚之母同窝兄弟"
(Nestbrother Mother Maria)
 BE14-6072405

父亲: (Jasper)

父亲: (Kamiel)

"卡米尔"

 BE09-6111599

"嘉士伯"

 BE12-6023340
"芭芭拉" 直子, "赛雷克"
("新金姆" 祖父) 全兄弟

"奶酪小子" 直子, "劳拉" 半兄弟

"奶酪小子" 直子, "劳拉" 半兄弟

母亲:

母亲:

"克莉斯汀"

 BE11-2076149
克里斯蒂安.亨尼斯

 BE11-2076149
克里斯蒂安.亨尼斯

 BE10-6031858
"奶酪小子" 直女

母亲: (Kri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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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酪小子" & "劳拉"

"劳伦特"
父亲: (Barabas)

(Laurent)  BE15-6048735

"巴拉巴斯"  BE14-6072393
出自 "劳拉" 全兄弟 X "芭芭拉" 直女

作育子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27,081羽10位
亚精顿全国11,506羽53位
34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母亲: (Herna)

"赫娜"  BE14-6072342
"劳拉" 全姐妹

查特路全国20,522羽60位
查特路全国18,799羽89位
波治全国28,078羽91位

"小蒂娅"
父亲: (Daniel)

"丹尼尔"  BE11-6115503
"奶酪小子" 曾孙代

查特路全国14,955羽91位
查特路全国2,850羽91位
波治全国24,055 羽120位

全部鸽系拍卖

 作育

(Tiatje)  BE14-6072366
母亲: (Tia)

"蒂娅"  BE08-6177661
波治全国38,456羽131位
亚精顿全国19,859羽186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255位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全姐妹

"劳蕾特" (Laurette)  BE17-6053349
查特路全国27,081羽10位
威尔森全省2,288羽58位
波治全省3,201羽75位
查特路全国2,850羽91位
父亲: (Laurent)

"蕾拉" (Leyla)  BE16-6023019

波治全国38,456羽131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350羽180位
亚精顿全国19,859羽186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255位

布洛瓦全省1,581羽5位
亚精顿全国11,506 羽53位
吉恩全省5,470羽58位
查特路全国20,522羽60位
波治全国大区1,561羽75位
查特路全国18,799羽89位
波治全国28,078羽91位

母亲: (Tiatje)

父亲: (Laurent)

查特路全国14,955羽91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2,157羽97位
布洛瓦全省2,661羽98位
波治全国24,055羽120位
伊苏丹全国大区2,509羽138位
威尔森联省4,854羽197位

母亲: (Tiatje)

"劳伦特"

"小蒂娅"

"劳伦特"

"小蒂娅"

 BE15-6048735

 BE14-6072366

 BE15-6048735

 BE14-607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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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酪小子"
直孙

全部鸽系拍卖

"奶酪小子" 外孙女
 作育

"劳拉全兄弟278"
父亲: (Rony)

"罗尼"  BE07-6033129
"奶酪小子" 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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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1,712羽12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8,663羽32位
布洛瓦全省1,012羽47位

(Brother Laura)  BE14-6072278
母亲: (Erna)

"吉林克斯雌169"  BE08-6259169
"劳拉" 之母, 巴特.吉林克斯原舍

查特路全国2,850羽54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998羽59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5,709羽108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3,617羽118位

"安妮特" (Anette)  BE14-6072249
父亲: (Nico)

"尼寇"  BE11-6119137
"金姆" 全兄弟

布洛瓦全省1,518羽126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3,323羽180位
波治全国大区6,869羽182位
亚精顿全国3,322羽262位

母亲: (Anneke)

"安妮克"  BE07-6033018
"金棕榈号" 之母

"安妮特" 作育直女：BE20-6188024
莫伦1,488羽冠军
赛迈斯1,483羽10位
莫伦1,781羽41位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作育

"新福雷迪"
直女

"劳拉半妹"

(Halfsister Laura)  BE14-6303294

"劳拉妮"

(Lauranneke)  BE15-6048730
17年查特路全国1,712羽12位
16年查特路全国大区8,663羽32位
布洛瓦全省1,012羽47位
19年查特路I全国2,850羽54位
苏雅克全国大区998羽59位
查特路III全国大区5,709羽108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3,617羽118位
布洛瓦全省1,518羽126位
蒙吕松全国大区3,323羽180位
波治全国大区6,869羽182位
亚精顿全国3,322羽262位

父亲: (Brother Laura)

"劳拉全兄弟"
 BE14-6072278
"奶酪小子" 直孙
母亲: (Annete)

"安妮特"

 BE14-6072249
"奶酪小子" 外孙女

作出子代代表: BE17-6053446
亚精顿全省1,339羽6位
伊苏丹全省1,400羽11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20位
波治全国24,055羽100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5,709羽104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350羽113位
盖雷全国大区2,775羽153位
威尔森全国20,956羽158位
布洛瓦全省2,744羽165位
查特路全国27,081羽216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6,640羽219位
查特路全国13,098羽328位
BE17-6053390
布洛瓦全省2,596羽70位
波治全国大区10,688羽243位

"威玛"

(Wilma)  BE17-6053446

父亲: (New Freddy)

"新福雷迪"

 BE09-5052387
巴特.吉林克斯 & PEC
母亲: (Erna)

"吉林克斯雌169"
 BE08-6259169
"劳拉" 之母,
巴特.吉林克斯原舍

亚精顿全省1,339羽6位
伊苏丹全省1,400羽11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20位
波治全国24,055羽100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5,709羽104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350羽113位
盖雷全国大区2,775羽153位
威尔森全国20,956羽158位
布洛瓦全省2,744羽165位
查特路全国27,081羽216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6,640羽219位
查特路全国13,098羽328位

父亲: (Nilli)

"005号"
 BE16-6023005
"奶酪小子" 曾孙
母亲: (Halfsister Laura)

"劳拉半妹"

 BE14-6303294
"新福雷迪" 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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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鸽系拍卖

"暗灰巨人"

(Vuilen Goliath)  BE14-3155978

与盖比.凡德纳比联合作育
作育孙代获得：
亚精顿全国3,322羽28位
查特路全国1,712羽36位
查特路全国2,850羽64位
伊苏丹全国10,603羽104位
利蒙治全国15,979羽262位

 作育

出自 "诺尔X巨人"
配对
38

父亲: (Goliath)

母亲: (Noor)

"巨人"

"诺尔"

 BE09-3095224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出自 "海王星" X "冠军号直女"

 BE12-6023320
威尔森联省15,359羽冠军
出自 "萨姆" X "米诺" - "奶酪小子" 回血鸽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劳拉" 全姐妹,
"奶酪小子" 直孙女

"诺里" (Norry)  BE15-6048772
父亲: (Vuilen

Goliath)

母亲:

"暗灰巨人"  BE07-6033129
出自 "诺尔" X "巨人",
与盖比.凡德纳比联合作育

作育子代代表： BE18-6063787
波治全国大区7,514羽52位
查特路全国2,850羽64位
亚精顿全省2,579羽75位
伊苏丹全国10,603羽104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959羽115位

"赫娜" (Herna)  BE14-6072342

 BE14-6072394
出自 "劳拉" 全兄弟 X
"赛雷克姐妹"

查特路全国大区4,232羽176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7,985羽245位
利蒙治全国15,979羽262位

BE16-6023133
亚精顿全国3,322羽28位

父亲: (Rony)

"罗尼"

 BE07-6033129
"劳拉" 父亲& "奶酪小子" 直子

布洛瓦全省2,661羽28位
查特路全国1,712羽36位
波治全省1,371羽81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7,332羽110位
波治全国大区8,989羽123位

"赫娜" 作育孙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27,081羽10位
亚精顿全国11,506羽53位
查特路全国20,522羽60位
查特路全国18,799羽89位
波治全国28,078羽91位

母亲: (Erna)

"吉林克斯雌169"

 BE08-6259169
"劳拉" 之母, 巴特.吉林克斯原舍

查特路全国14,955羽91位
查特路全国2,850羽91位
波治全国24,055羽120位
波治全国38,456羽131位
亚精顿全国19,859羽186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25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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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鸽系拍卖

 作出

"奶酪小子"
回血

"赛琳娜" X
"鲁迪" 配对直子

"劳莉" (Laury)  BE14-3150674
与盖比.凡德纳比联合育种

"艾达全姐妹"
(Sister Ida)  BE14-6072447

父亲: (Rudy)

"鲁迪" 

BE06-3008003
盖比.凡德纳比原舍
母亲: (Serena)

"赛琳娜" 

BE12-6023303
波提尔全国大区冠军, "劳拉" 全姐妹

父亲: (Nelson)

"尼尔森" 

BE10-6213112
"奶酪小子" 外孙
母亲: (Lopke)

"萝普克" 

BE12-6023250
出自 "奶酪小子" 直孙x直孙女

"鲁迪" X "赛琳娜"
配对之直孙女

"宁静号"

(Serenity)  BE17-6053384
布洛瓦全省2,744羽季军
亚精顿全省1,339羽33位
利蒙治全国15,979羽48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52位
伊苏全省丹1,400羽81位
波治全省3,201羽140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350羽154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8,486羽270位
父亲: (La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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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子代代表:
BE16-6023031
查特路全国1,712羽69位
波治全国大区8,989羽159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5,314羽181位
威尔森联省4,854羽247位

BE17-6053384
布洛瓦全省2,744羽季军
亚精顿全省1,339羽33位
利蒙治全国15,979羽48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52位
伊苏丹全省1,400羽81位

波治全省3,201羽140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4,350羽154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8,486羽270位

"赛琳娜鲁迪"  BE14-3150674
"赛琳娜" x "鲁迪"
母亲: (Sister Ida)

"艾达全姐妹" 

BE14-6072447
"奶酪小子" 回血

❱❱ "奶酪小子" & "金姆"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奶酪小子"
外孙女

"安妮特兄弟"
作育子代：
"棕榈金姆" BE20-6188059
查特路全国大区5,465 羽冠军
父亲: (Nico)

(Brother Anette)  BE14-6072424
查特路全国15,322羽5位
波治全国大区 9,844羽95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7,393羽371位
母亲: (Anneke)

"安妮特同窝姐妹"
(Nestsister Anette)  BE14-6072248

查特路全国25,710羽74位
杜尔斯全省4,557羽140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6,692羽173位
父亲: (Nico)

拉索特年全省2,837羽193位
拉索特年全国7,631羽205位
波治全国大区7,739羽251位
母亲: (Anneke)

"尼寇"

"安妮克"

"尼寇"

"安妮克"

 BE11-6119137
"金姆" 全兄弟

 BE07-6033018
"金棕榈" 之母

 BE11-6119137
"金姆" 全兄弟

 BE07-6033018
"金棕榈" 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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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鸽系拍卖

"金姆" 半姐妹

"吉蜜" (Kimi)  BE14-6072426
作育子代：
BE16-6023135
查特路全国14,762羽16位
威尔森全省1,889羽16位
吉恩全省5,470羽27位
父亲: (Torre)

"托尔"
 BE03-6257240
"金姆" 之父
42

查特路全国大区8,584羽83位
波治全国大区8,989羽85位
威尔森联省4,854羽120位
查特路全国2,858羽165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5,314羽208位
母亲:

 BE11-2076111
海尼斯.克里斯帝安原舍

"朱丽安" (Julienne)  BE14-6072417
作育子代： BE15-6048693
波治全国19,889羽22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5,801羽104位

父亲: (Benny)

"本尼"
 BE10-6031772
"金姆" 全兄弟

吉恩全省7,128羽240位
蒙吕松全国10,753羽304位
亚精顿全国18,363羽368位

母亲: (Halfsister

Den Argenton)

"亚精顿号半姐妹"
 BE11-6326794
英格斯兄弟原舍

❱❱ "奶酪小子"

比利时~葛斯顿.范德瓦尔 (HOK VAN DE WOUWER)

全部鸽系拍卖

 作出

"诺拉"

(Nora)  BE14-6072225

查特路全国25710羽16位
威尔森全省1576羽68位
亚精顿全省1326羽101位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053羽164位
盖雷全国大区5821羽169位
盖雷全省2706羽173位

"路易斯"

(Louis)  BE14-6072410

作育子代获得：
查特路全国18799羽31位
波治全国28078羽55位
波治全国24055羽142位

作育孙代代表: BE20-6188047 获得:
瑟梅斯全省2009羽37位
莫伦1488羽76位
BE17-6053326 获得：
吉恩全省4348羽140位

父亲: (Sergio)

父亲: (Franky)

"法兰奇" 

BE12-6023242

母亲: (Ida)

"伊达" 

BE13-6062011
"奶酪小子" 回血

"塞尔吉奥"

 BE08-6369094
"奶酪小子" 直子

母亲: (J & J Engels)

英格斯兄弟 

BE11-6326793
"亚精顿号" 半姐妹

"萝拉" (Lola)  BE16-6023036
查特路全国18799羽31位
伊苏丹全省1400羽42位
波治全国28078羽55位
威尔森全省2823羽71位
波治全国24055羽142位
威尔森联省9260羽336位
父亲: (Louis)

"路易斯" 

BE14-6072410
"奶酪小子" 直孙
母亲: (Liliane)

"丽丽安" 

BE14-6072396
"奶酪小子" 直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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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的寄语：
"新金姆" 以惊人的成绩在2018年比利时幼
鸽赛场占据统治地位。她的最差成绩依然位
居全国12855羽21位。我与几位中国朋友
在现场, 当时 "新金姆" 已有2项顶级成绩在
手, 如果要获得鸽王冠军头衔, 还需要第3项
顶级成绩。而就在这第3场比赛, 她没有让人
失望, 轻松做到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其他
鸽系比葛斯顿.范德瓦尔血统更适合打幼鸽
比赛。" "新金姆" 毫无保留地向鸽友展示了 "奶酪小子" 血统鸽的实
力。"新金姆" 的命名源于 "金姆", "金姆" 曾获得2009年盖雷全国幼
鸽14000多羽冠军; 2009年亚精顿全国23900羽38位; 2009年波
治全国37357羽87位。其实 "金姆" 本应获得KDBD大中距离全国
鸽王冠军头衔, 遗憾的是当时还未设立此奖项。更为特别的是, 本目
录发行前, "新金姆" 的首羽孙代暂居比利时KDBD大中距离最佳赛鸽
4位, 还有最后一场比赛, 最终排名即将确定。
可见 "新金姆" 不仅是一羽超级赛鸽,
同时还将成为一羽超级种鸽。

尼古拉斯.吉塞布赖特
(Nikolaas Gyselbrecht)
PIPA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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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服务专线:
中囯大陆: 微信ID: gsmd6955 昵称: 歲月入禪
刘建明：18631917485（微信）
台灣地区: 0919 947 612 / 0920 356 927
Line ID: maggiehsiao618 及 chris77927
* 中囯大陆/台灣地区總代理: 卢娜
中囯大陆: 136 0041 4206 微信 ID: Luna2669
台灣地区: 0963 388 519 Line ID: Luna8519
* 中囯大陆代理: 项骥翔 133 1680 9999
微信ID: 13316809999
* 中国大陆代理&撰稿人: 孙洁 186 9188 9399
微信:18691889399 / 快手: zhizunsa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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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