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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斯顿.范德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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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斯顿.范德瓦尔(Gaston Van De Wouwer),
安特卫普顶级赛鸽铭家

一提及葛斯顿.范德瓦尔，马上就会让人想到“乳酪
小子”。这羽超卓种公的威名，蜚声国际鸽坛。他
的后代在多数重大赛事上，均有非凡表现。不过，
葛斯顿不仅仅是顶级育种铭家,他还是以小规模赛鸽
团队跻身一流赛鸽手行列的能手。他从赛鸽中获益
颇丰，也时刻关注着鸽坛新星。他的“乳酪小子”
在比利时中距离和小中距离赛事中，领誉群雄，但
葛斯顿.范德瓦尔才是真正的一流冠军掌舵人。

葛斯顿出生于二战结束前9个月的1944年6月16
日。他是范德瓦尔家的长子。很明显，葛斯顿
很快就觉察到，他的出生地是块宝地。因此，
他不会搬离他的出生地钻石之镇——贝拉尔
(Berlaar)之外，哪怕是100米。他现在的家和相
邻的鸽舍，是建在以前的农场上的。这位极富
盛名的鸽友的鸽舍，就建立在他祖先几十年前
用作农场的土地上。

意见相左
他的父亲爱德华(Edward)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粉

刷匠，也是一名鸽友。养鸽子对他来说，并不

仅仅是一项爱好而已，而是他生活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爱德华不是社区中唯一一个养鸽子的

人。那时候，在贝拉尔几乎每家都养鸽子，要

么养在阁楼上，要么在花园建棚。爱德华的妻

子艾尔玛(Irma)负责照顾家庭，她全身心地照料

着他们的儿子葛斯顿和比葛斯顿小7岁的弟弟威

利(Willy)。在葛斯顿5岁的时候，爱德华带着他

参观他的鸽舍。也是从那时候起，葛斯顿迷上

了他父亲的鸽子。然而直到十几岁，他才自己

开始养鸽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赛鸽运动还处在很初级的

阶段，但其依然魅力非凡。那时候药物的使用

还很有限，因此鸽子的健康状况经常不佳。那

时候，大多数鸽友选择以自然制参赛。这些人

通常在赛鸽舍也没有太多创新意识，这意味

着对鸽子也没有特别的激励措施。赛鸽是一项

传统运动，社会各阶层的人可以在一起同场竞

技，使翔的方法相差无几。这就是年轻的葛斯

顿接触赛鸽时的情形，而这个兴趣竟一生相

随。爱德华自己酷爱赛鸽，也很高兴看到长子

对他的鸽子产生兴趣，虽然葛斯顿又过了几年

才真正参与到赛鸽运动中来。 

那时候，葛斯顿还在与他的朋友们一起捉小鸟

玩。12岁时，注意力才又回到父亲的鸽舍。他

开始帮父亲打下手，帮忙把鸽子上笼，以及在

赛后将鸽钟拿到俱乐部。“从第一天开始, 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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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于如何养鸽子，就意见相左。比如，我

总会将成年雄鸽与雌幼鸽配对，或者成年雌鸽

与雄幼鸽配对，这样比赛鸽的配偶就可以呆在

家里。很显然，那时候很少鸽友会采用这样的

方法。这也是我和我父亲不能一起联合翔鸽的

原因。在我16岁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自己养

鸽了。

细心而周到的钻石切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每

个人，都迟早会在钻石行业做过一段时间。葛

斯顿也不例外。即使学历高一些，但每个人还

是不能幸免在学业完成之后做一段钻石行业的

工人。“我是一名相当好的钻石切割工人，但

仅是切割而已。我很开心能成为一名细心周到

的切割工人。”葛斯顿做钻石切割做了35年，

之后在当地政府工作了几年。

钻石行业的工作存在着工作时间灵活的优

势。“如果你急需用钱，你可以努力工作几个

月来赚很多钱；然后，你可以休整一段时间然

后再忙碌几个月。”这样的工作方式，使最痴

迷的鸽友可以在鸽舍多花上一些时间，来备战

他们喜欢的赛事。“我在16岁完成学业后，开

始从事钻石切割的工作，那也是我第一次拥有

自己的鸽子。当时速度赛是头等赛事，特别是

魁夫兰和拿永放飞的比赛。我作翔的大多数是

幼鸽。虽然当时

我还不算特被用

心的赛手，但每

天早上和晚上，

我的确会在鸽舍

花一些时间，我

得以从中学了很

多东西。”

葛斯顿将他养鸽

的第一年，归结

为学习阶段。27

岁前，养鸽子对

他来说只是一个

嗜好而已。那时

候，每个周末他

都喜欢与朋友们

一起到外面享受

生活。他无法拥

有很多的睡眠时间，因为他还要担任弟弟威利

的鸽舍经理，当时威利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自行

车手。所以他每周末都会起很早，与他的弟弟

一起参加比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葛斯顿的

生活就是工作，户外聚会，当他弟弟的鸽舍经

理，以及养鸽子。在葛斯顿认识玛丽娅(Maria)

之后，他的生活改变了很多。玛丽娅俘获了葛

斯顿的心，他们于1971年成婚，并搬到了他父

母的农场。他们的长子库特(Kurt)于1973年诞

生，葛斯顿一下子成为了有家室的人，需要有

男人的担当。这也是他重振赛鸽事业的良机。

这一次，他想认真做好!

有意义的角色
他最初的鸽系主要以父亲的鸽子为基础，由于

他有做钻石切工的经历，葛斯顿在鸽子的汰

选、种鸽品质的提升的方面都非常细心。他从

伊曼纽尔.兰布雷希特(Emanuel Lambrechts)

2004-2014 年全国赛最佳成绩
2007年KBDB全国长距离幼鸽最佳鸽舍冠军
2009年裘勒汉姆中心全国鸽王冠军
2013年裘勒汉姆中心全国幼鸽最佳鸽舍冠军
2009年LCB全国幼鸽鸽王冠军
2009年盖雷全国赛幼鸽组14700羽冠军
2010年波治全国赛39614羽冠军
2011年亚精顿全国大区赛冠军
2013年波提尔全国大区赛冠军
2014年威尔森半全国15359羽冠军
2005年鸽报全国中距离幼鸽最佳鸽舍亚军
2009年波治全国赛幼鸽37900羽季军
2011年KBDB全国长距离幼鸽最佳鸽舍4位
2010年利蒙治全国赛14211羽5位
2004年KBDB全国长距离幼鸽最佳鸽舍6位
2009年亚精顿全国赛成鸽组9900羽6位
2013年KBDB全国长距离幼鸽最佳鸽舍8位

5





获得了一些杰出幼鸽。伊曼纽尔拥有非常出

色的藏鸽，著名的塞利尔.兰布雷希特（Cyriel 

Lambrechts）的兄弟。葛斯顿的邻居斯坦.古伊

瓦茨(Stan Gooyvaerts)，那时也是一位非常成

功鸽友。他的“灰色神枪手”(GrijzeKanonnen)

与葛斯顿当时的种鸽血系配对，经常可以作出

非常优秀的子代，即兰布雷希特X古伊瓦茨是

一对绝佳配对。葛斯顿对这些天赋种鸽记忆犹

新。比如“老灰72号”(Oude Grijze van 72)曾

以领先5分钟，荣获魁夫兰赛冠军。“最终，

我将这羽鸽子送给了同事艾文.瓦斯塔鹏(Edwin 

Verstappen)。这羽鸽子帮他取得了巨大的成

功。”魁夫兰赛专家路易斯.莫伦威尔(Louis 

Mollenwere)，拥有众多魁夫兰超级赛将。他也

从葛斯顿引入了速度赛血系鸽。这些鸽子在他

的鸽舍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葛斯顿经常会从成功鸽友那里引援，但他从没

有为购买鸽子而付钱。“这并没有阻碍我拥有

自己的超级藏鸽。”葛斯顿解释道。这和他慧

眼识鸽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我马上就可以

判断出我是否要这羽鸽子。一羽品质好的鸽

子，不应当太重或太大，他的头应该充满生命

力，眼光灵活。我要寻找的鸽子是看起来很结

实的鸽子，并不仅仅是一团羽毛。大多数魁夫

兰赛鸽手，并没有这样的鸽子。这主要是因为

要入赏这样的速度赛，大多数依靠一些激励方

法和使用自然制参赛就可以了。鳏夫制引入

后，鸽友们慢慢才更加关注鸽子的内在价值。

而鳏夫制的引入也带来了中距离赛的兴起。” 

葛斯顿鸽子的品质，使他成为了当时最成功的

鸽友之一。“我从不上笼很多的鸽子，我都是

找那些我非常有信心的鸽子来参加比赛。”葛

斯顿回忆道，“我花了一些钱在赛鸽上面。

这在比利时很普遍，我喜欢经常参加指定鸽比

赛。”葛斯顿在1982年就放弃了自然制的比赛

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用一组12-16羽的鳏夫

幼鸽与一些成年雌鸽来配对。实际证明，这种

方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感谢我的鸽子，我

赚了很多钱。比如，我参加九月份和十月份的

秋季赛。很多鸽友都精心准备了自己的赛鸽战

队。仅仅2周时间，我就赚了12万比利时法郎，

我的鸽子获得了冠军和亚军。这在当时是非常

了不起的成就。”  

“乳酪小子”
(Kaasboer)

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葛斯顿一

直坚持上笼少量鸽子来比赛。而他的作翔方

法，为他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奖项。他从一位早

期的赛鸽爱好者，转型为速度赛冠军赛手。“

我获得了成功，但我并不认为我是比利时康宾

地区(Campine)的头号冠军赛手。在结婚后不

久，我就告诉玛丽娅，我要让鸽舍成为一个不

需要我们投钱进

去的爱好。多亏

了我在指定鸽比

赛上赚的钱，这

终于成为了可

能。如果那些钱

还不够，我总

是可以在利尔

(Lier)市场上，

卖一些最佳鸽

子作出的幼鸽，来赚一点贴补。这些鸽子在荷

兰、英国和德国鸽友中，相当受欢迎。毕竟，

安特卫普就像是赛鸽界的麦加一样。我注意

到，特别对我的鸽子感兴趣的德国鸽友数量，

在明显的增加。因为他们用我的鸽子，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我也希望，其他的鸽友用我的鸽

子也能获得超凡成就。”

在世纪之交，葛斯顿告诉俱乐部的鸽友们，他

准备离开速度赛项目，进军中距离赛。大家认

为，他是不是疯了，他要离开这个他得心应手

的速度赛领域？很多人规劝他，不要离开速度

赛，中距离赛与速度赛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

葛斯顿受其事业心所激励，告诉他们，他要寻

找新的挑战。“魁夫兰赛和拿永赛的参赛鸽数

量下降了；而中距离和小中距离赛，可以让我

与安特卫普长距离俱乐部的伟大鸽友同场竞

“我很成功，
但是我并不认
为自己是比利
时康宾地区的
第一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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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甚至是整个安特卫普省的豪

强。对我来说，这是赛鸽事业接下

来的一步。这样的想法是很符合逻

辑的。还有就是，我认为自己的鸽

子在300公里以上级别的比赛中，

也可以取得好成绩。我相信，只要

在我的鸽子中，加入一羽鸽子，就

能够接受新的挑战了。” 

这可能并非巧合，就在葛斯顿从

速度赛转型中距离赛前一年，他

与冠军赛手约瑟夫&法兰斯.古瓦特

(Jozef & Frans Goovaerts)交换了一

羽鸽子。约瑟夫&法兰斯.古瓦特在

魁夫兰与拿永赛上，几乎是不可战

胜的，而葛斯顿则是唯一可以击败

他们的人。他们在足球赛的时候，

决定交换一些鸽子。因此，BE98-

6335690从古瓦特鸽舍转到了葛斯

顿那里。约瑟夫.古瓦特在市场销售

黄油、乳酪和鸡蛋等食品。因此，

他这羽“690号”就取名为“乳酪

小子”。葛斯顿还不知道，这羽灰

色鸽子将成为世界中距离鸽坛上最

负盛名的育种铭鸽。

全国(国际)赛
重大突破

头几年，“乳酪小子”在育

种舍中，是与巴特.亨德里克

斯(Bart Henderickx)的一羽

很漂亮的雌鸽配对。亨德里

克斯是一位很有进取心的16

岁的鸽友，已经获得了不少

拿永赛奖项。葛斯顿的鸽子

帮了他不少忙。由于环境原

因，巴特退出了鸽坛。他将

一些最好的鸽子都给了葛斯

顿，条件是，在他决定要回

归鸽坛的时候，他可以用葛

斯顿的一些种鸽(在2012年他

又重新开始赛鸽)。这也是“

乳酪小子”与亨德里克斯雌

鸽配对的开端。这个配对，作出了

众多顶级赛将和种鸽。后来，“乳

酪小子”又与一些其他的雌鸽进行

配对，这些配对也作出了出色的后

代。“乳酪小子”及其后代作出的

众多赛将陆续获得佳绩，使葛斯顿

得以成为全国赛顶级赛手。

新世纪最初几年，葛斯顿大多数时

候都作翔幼鸽，并获得了成功。终

于在2004年，他获得了一个全国

幼鸽冠军。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

明星，一些非常出名的鸽友，都

愿意以他们最好的鸽子所出的幼

鸽，来交换“乳酪小子”血系的鸽

子。葛斯顿与克里斯帝安.海尼斯

(Kristiaan Hennes)，以及迪克.凡

戴克(Dirk Van Dyck)交换过鸽子；

“我需要在收
藏中再增加一
羽鸽子来为征
战新级别比赛
做好准备”

2004-2014年全省赛最佳成绩
2012年Brugse Kampioenschappen联省鸽王冠军和亚军
2005年波治全省成鸽组冠军
2005年萨布利斯全省幼鸽组冠军
2010年蒙吕松全省1483羽冠军
2011年威尔森全省冠军
2011年亚精顿全省冠军
2012年布洛瓦全省冠军
2013年波提尔全省1853羽冠军
2010年KBDB全省综合最佳鸽舍亚军
2009年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最佳鸽舍亚军
2012年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最佳鸽舍亚军
2012年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最佳鸽舍亚军
2012年Brugse Kampioenschappen联省鸽王季军
2005年KBDB全省中距离幼鸽最佳鸽舍季军
2013年KBDB全省长距离幼鸽最佳鸽舍季军
2006年KBDB全省中距离幼鸽最佳鸽舍5位
2012年KBDB全省长距离成鸽最佳鸽舍5位
2004年金鸽奖成鸽超级之星
2006年金鸽奖中距离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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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从以下鸽友那里获得了一些优秀的种鸽：

乔汉.狄贝塞(Johan Debelser)，艾迪.詹森(Eddy 

Janssens)，吉林克斯父子(Luc, Bart and Jürgen 

Geerinckx)，提奥.雅斯考特(Theo Yskout)，

法兰斯.雷门纳茨(Frans Rijmenants)和提奥.胡伊

瑟贡(Theo Huysegoms)。这些都是拥有卓越血

统的顶级品质种鸽。前不久葛斯顿的一些最新

入赏鸽，被带到盖比.凡德纳比鸽舍进行联合育

种。这也说明了葛斯顿鸽系所享有的盛誉。

同时，葛斯顿依旧只上笼少量的鸽子参加比赛，

但这些参赛鸽都是顶级品质的赛将。

其中的优秀代表包括：2009年盖雷全国冠军得

主“金姆”(Kim)，2010年波治全国冠军得主“

劳拉”(Laura)。此外，葛斯顿的鸽子还获得了

一些全省冠军、全国顶级奖项和许多的荣誉，

包括2009年裘勒汉姆中心评选全国幼鸽鸽王冠

军和2007年KBDB全国幼鸽鸽舍奖冠军。“只上

笼少量的鸽子而要赢得如此多的全国级别奖项，

并不容易。这更使我对鸽子的育种血系深感自

豪，而且这个血系还帮助很多其他鸽友也获得了

成功。我的鸽子卖得很便宜，而且我还给出了不

少购鸽代金券。因此，很多鸽友直接用我的鸽子

作翔，并获得了成功。这使我获得了良好的声

誉，许多鸽友很满意我的鸽子和代金券。此外，

获得“乳酪小子”子代或孙代的鸽友，稍后也

可以通过销售这些鸽子的后代，获得丰厚的利

润。” 

对于葛斯顿来说，其他鸽友以他的鸽子翔鸽获

得成功，同他自己本人获得成功一样令人开

心。在此，他不能详列这些鸽友，但是，莱奥&

杰瑞.当克斯(Leo & Gerry Dockx)荣获2013年

内佛斯全国幼鸽组11,579羽冠军，着实让他

高兴。“这些鸽友总有一天，会获得大赛冠军

的。”葛斯顿说道，“在2008年迎宾日期间，

当我访问他们的农场时，发现他们鸽子有一些

健康问题。”乔斯&尤里斯.英格斯(Jos&Jules 

Engels)告诉他们，去咨询一下葛斯顿，因为

他是一位专家。葛斯顿说，“我对他们的感觉

很好，因此，第二周，我邀请他们来我家里，

并尽力提供一些帮助。比如，对于如何建新鸽

舍，我给了他们一些建议。他们也用了一些我

的鸽子。现在，这个鸽舍已经成为了一家顶级

鸽舍。最近，他在我的花园里盖了一座新的花

园鸽舍和两座赛鸽舍，作为答谢。因此，我们

是互相帮忙的。”

同时，葛斯顿翔鸽还有一个新的

动向：他开始以鳏夫制作翔雌

鸽。“雌鸽的抵抗力更强，有能

力参加中距离和小中距离赛的比

赛，而且可以每周参赛。”他解

释道，“我应该在10年之前，就

用这样的作翔方法。我的雄鸽，

现在只用作配偶鸽，用以激励；

而雌鸽则用以获取成绩。我在

2009年和2010年获得的两个全国冠军，就是两

羽雌鸽赢得的。这说明雌鸽战队，的确具有很

大的潜力。”

感谢葛斯顿及作翔其鸽系的鸽友们所获得的众

多成就，葛斯顿.范德瓦尔鸽系才得以传遍千家

万户。“我觉得，这一系鸽子的主要特色，就

是可以在艰难竞翔条件下脱颖而出，达到大约

1100米/分的平均分速。我喜欢聪明、体型不

是很大的鸽子，还有就是自身健康状况也要很

好。我不喜欢预防性的用药，抗生素也尽量少

用；以此来增强鸽子的自身抵抗力。多亏了种

鸽健康状况良好以及育种血系得到优化，我的

鸽子育出的低品质鸽子并不多。当然，我也很

幸运。在我的鸽舍中，有一羽超凡种鸽，作育

了数代奖鸽。这羽种鸽就是‘乳酪小子’。他

拥有非常卓越的育种品质，这也正是我这一血

系鸽所拥有的特色。”

“我的雄鸽现在只用来作为配
偶,而雌鸽则参赛取得成绩

2009-2010 年间我凭借 2 羽雌鸽
取得了全国赛胜利, 这表明雌鸽
战队确实具备很深厚的潜力。”

成功。我的鸽子卖得很便宜，而且我还给出了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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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隐
现年届已70岁的葛斯顿，还从没考

虑过退隐。“照顾鸽子，这是很简单

的事情。此外，还有很多鸽友会经常

来拜访我。我还会接待来自世界各地

的客人，我喜欢给他们每个人热情的

接待。不论客人是来自科威特的酋

长，还是安特卫普的码头工人，我都

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共享赛鸽的激

情。”不可否认，这些访问使我不能

尽享退休后的清闲生活和黄金时光。

玛莉亚与我喜欢自行车旅行，外出郊

游野餐，以及与孙子们共享天伦之

乐。将来，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

上面。这也是我要通过PIPA拍卖所有

成鸽的原因。我只会留一组2014年生

的幼鸽放在育种舍中，以便于我可以

在一岁鸽赛事中，作翔这些幼鸽育出

的子代。

鸽坛巨擘盖比.凡德纳比曾邀请葛斯顿

联合作育一些鸽子，当代鸽坛传奇里

欧.贺尔曼曾对葛斯顿.范德瓦尔说，

如果他重步鸽坛后，葛斯顿鸽系会是

他的种鸽之选。这些肯定，令这位比

利时冠军铭家倍感自豪。这次，葛斯

顿将通过PIPA拍卖会出售他所有的成

鸽，以及大多数的幼鸽。这将会是全

球鸽友获得“乳酪小子”血系顶级种

鸽和杰出赛鸽的绝佳良机。对于葛斯

顿，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对于其

他鸽友，或将是一段传奇的开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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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



他的后代获得：
•  2012 年波治全国赛冠军
•  2010 年波治全国赛冠军
•  2010 年拉索特年全国赛冠军
•  2009 年盖雷全国赛冠军
•  2013 年内佛斯全国赛冠军
•  2012 年蒙吕松全国赛冠军
•  2012 年蒙吕松全国赛冠军
•  2011 年亚精顿全国赛冠军
•  2013 年威尔森半全国赛冠军
•  2014 年威尔森半全国赛冠军
•  2009 年奥林匹克全能冠军
•  2011 年全国中距离鸽王冠军
•  2013 年全国中距离鸽王冠军
•  2013 年河北影视公棚冠军
•  2011 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汽车大奖
•  2013 年南非百万美元大赛汽车大奖
•  …

乳酪小子 (Kaasboer) - BE98-6335690
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世界最优秀种鸽之一！

15

本场拍卖会包括
17 羽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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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号”-“金姆”之父
乳酪小子直子

BE03-6257240

BE99-6517591
弗兰斯.瑞米南德

BE02-2072711
西欧.胡伊瑟葛莫斯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97-6407575
超级种雌

巴特.亨德里克斯

乳酪小子直子乳酪小子直子乳酪小子直子乳酪小子直子乳酪小子直子乳酪小子直子乳酪小子直子
BE03-6257240

黄金育种配对: 盖雷全国赛冠军“金姆”父母
“席琳”-“金姆” 之母

BE06-6034734BE06-6034734

X乳
酪

小
子

子
代



最佳黄金育种配对

BE03-6257240
240 号 - 乳酪小子直子

BE06-6034734
金姆之母

17

全姐妹

“小玛莉”（Marieke ）
“金姆”全姐妹
BE09-6111546

“迪娜”（Dina）
“金姆”全妹

BE10-6031731
• 利蒙治全国14211羽一岁鸽组5位

• 波治全国17138羽一岁鸽组26位

• 威尔森半全国11062羽成鸽组35位

• 威尔森半全国6257羽成鸽组84位

• 沙特全国15780羽成鸽组88位

• 亚精顿全国12390羽成鸽组123位

• 拉索特年全国4699羽成鸽组140位

• 波治全国赛30742羽幼鸽组28位

• 盖雷全省赛1871羽幼鸽组24位

• 盖雷全国赛13885羽幼鸽组170位

• 布洛瓦全省1041羽幼鸽组41位

盖雷全省赛1871羽幼鸽组24位

盖雷全国赛13885羽幼鸽组170位

布洛瓦全省1041羽幼鸽组4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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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柯”（Silke）
“金姆”全姐妹
BE13-6062110

“芬”（ Fien）
“金姆”姐妹

BE12-6023287
• 2032羽幼鸽组5位

• 1414羽幼鸽组21位

• 1588羽一岁鸽组54位

• 2290羽幼鸽组34位

• 11894羽幼鸽组116位

• 1725羽幼鸽组51位

• 12071羽幼鸽组122位

• 3809羽幼鸽组51位

• 19303羽幼鸽组235位 

最佳黄金育种配对

全姐妹

BE03-6257240
240号 - 乳酪小子直子

BE06-6034734
金姆之母



BE03-6257240
240号 - 乳酪小子直子

BE06-6034734
金姆之母

19

母亲

“卡翠恩”（Katrien ）
“金姆”全姐妹
BE11-6119102

“玛莉”（Marie）
BE12-6023268

BE08-6224270
波治全国赛37357 羽季军之父

BE11-6119102
金姆全姐妹

• B大区8624羽

• 25949羽幼鸽组193位

• B大区6618羽幼鸽组43位

• 19155羽幼鸽组126位

• 12532羽幼鸽组124位

• 33524羽幼鸽组255位

• 10480成鸽组151位 

在2014赛季丢失

• 波治半全国2263羽一岁鸽组18位

• 蒙吕松全省2222羽一岁鸽组38位

• 杜尔丹1149羽幼鸽组41位

• 蒙吕松全省3248羽一岁鸽组141位

• 蒙吕松全国22875羽一岁鸽组320位

全姐妹

最佳黄金育种配对





超级育种配对

21

波治全国冠军“劳拉”父母

X 吉林克斯父子原舍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04-6307210
劳拉祖母

金棕榈号祖母
奥林匹克代表鸽葛斯顿半姐妹, 

BE05-6054295
晚生白羽威利

出自白头席尔维特 x 威利雌

BE05-6054214
查特路雌

铁人直孙女

“罗尼”（Rony)  -“劳拉”之父
“乳酪小子”直子
BE07-6033129

“吉林克斯雌169/08”
（Geerinckx Hen 169/08）

“劳拉”之母
 BE08-6259169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超级育种配对

BE07-6033129
劳拉之父

乳酪小子直子

BE08-6259169
吉林克斯雌鸽169/08

劳拉之母
吉林克斯原舍

22

“赛琳娜”（Serena ）
“劳拉”全姐妹
BE12-6023303

• 蒙吕松全国B大区8766羽一岁鸽组76位

• 蒙吕松全国22875羽一岁鸽组135位 

• 威尔森半全国3585羽一岁鸽组94位

• 2538羽一岁鸽组冠军

全姐妹

“芬克”（Femke）
“劳拉”姐妹

2014年亚精顿II全省冠军 “娜菲” 之母

BE11-611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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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Jul）
 “劳拉”全兄弟
BE10-6031728

“乔汉”（Johan）
“劳拉”兄弟

BE13-6062058
• 拿永1298羽幼鸽组季军

• 拿永1164羽一岁鸽组4位 全兄弟

“谭雅”（ Tanja）
“劳拉”姐妹

BE12-6307218

全兄弟

全姐妹

超级育种配对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08-6259169
吉林克斯雌鸽169/08

劳拉之母
吉林克斯原舍  

24

“柯恩”（ Koen）-劳
拉半兄弟

“乳酪小子”直子
BE09-6111718

“卡米尔”（Kamiel）
“乳酪小子”直子
“劳拉”半兄弟
BE09-6111599

全兄弟

超级育种配对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BE09-6111599
乳酪小子直子
劳拉半兄弟

BE04-6307210
劳拉祖母

棕榈号祖母
奥林匹克代表鸽
葛斯顿半姐妹

“ 小莉丝”（ Liesje）
“乳酪小子”直孙女

BE12-6023282
• 盖雷全国赛15007羽一岁鸽组15位

• 波治全国赛13588羽一岁鸽组24位

• 盖雷全国B2大区1646羽成鸽组79位

• 盖雷全国赛7681羽成鸽组340位

• 查特路全国赛19691羽一岁鸽组89位

• 蒙吕松全国B2大区2373羽成鸽组87位

• 蒙吕松全国赛14230羽成鸽组756位

• 查特路全国B2大区1159羽一岁鸽组91位

• 查特路全国赛6005羽一岁鸽组301位

“艾斯特”（Ester）
BE13-6062079

• 奥尔良全省4262羽幼鸽9位

• 拉索特年全国B2大区2315羽幼鸽组41位

• 拉索特年全国13089羽幼鸽组229位

• 亚精顿全国B2大区3809羽幼鸽组50位

• 亚精顿全国19303羽幼鸽组229位

• 威尔森全省1998羽一岁鸽组58位

• PIPA排名榜比利时7场全国赛最佳幼鸽6位

父亲

25

全姐妹

超级育种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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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棕榈号”
全国鸽王冠军“阿玛丽娅”&“尼古拉

斯”之母

BE09-6111726

BE02-6183083
乔汉.狄贝塞

金翼直子

BE07-6033018
乳酪小子直女

葛斯顿.范德瓦尔作育

卡沙特-塞内沙所有

“金棕榈号”鸽王宝藏



“金棕榈号”鸽王宝藏

28

“尼古拉斯”（Nikolaas）
2013年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BE11-9065429

“阿玛丽娅”（Amalia）
2011年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BE10-9039333
卡沙特-塞内沙使翔

PIPA菁英育种中心所有

卡沙特-塞内沙使翔并所有

BE06-2178778
吉尔特

爱力克.林伯格

BE09-6111726
金棕榈号

BE09-5110352
罗帝欧

罗森.波斯

BE09-6111726
金棕榈号



“斯塔夫”（Staf）
“金棕榈号”全弟
BE10-6031709

“金棕榈号”鸽王宝藏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04-6307210
劳拉祖母

棕榈号祖母
奥林匹克代表鸽
葛斯顿半姐妹

母亲 同孵姐妹

“金棕榈号”之母
“乳酪小子”直女
BE07-6033018

“桑雅”（Sonja）
“金棕榈号”全妹
BE10-6031710

• 杜尔丹1585羽一岁鸽组季军

• 蒙吕松全省1253羽成鸽组15位

• 查特路全国B区9112羽一岁鸽组36位

• 查特路全国25263羽一岁鸽组128位

• 亚精顿全省2153羽一岁鸽组59位

• 亚精顿全国19782羽一岁鸽组276位

29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钻石098鸽系-乳酪小子直子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97-6407575
超级种雌

巴特.亨德里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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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号”（De 098）
“乳酪小子”直子
BE03-6257098

“米诺”(Minoe）-“诺尔”之母
BE09-6111515

BE03-6257098
098号

乳酪小子直子

BE07-6242318
里欧.佛哈根

• 波治全国赛17138羽一岁鸽组39位

• 威尔森半全国赛4298羽一岁鸽组27位

• 蒙吕松全省赛1438羽一岁鸽组36位直孙“葛斯顿号”为德国乌维.伯格（Uwe Berg）

获得奥林匹克全能代表鸽

父亲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钻石098鸽系-乳酪小子直子

32

母亲

“蒂娅”（Tia）
BE08-6177661

“洁特雌”（Jetje）
BE12-6023284

BE11-6115503
乳酪小子鸽系x  500号 BE08-6177661

蒂娅

• 拉索特年全省1588羽一岁鸽组冠军

• 拉索特年全国11236羽一岁鸽组40位

• 波提尔全国B2大区2108羽一岁鸽组23位

• 波提尔全国12379羽一岁鸽组157位

• 亚精顿全国B2大区4007羽一岁鸽组72位

• 亚精顿全国22463羽一岁鸽组178位

• 波治全国B2大区2882羽一岁鸽组82位

• 波治全国11883羽一岁鸽组209位

• 拉索特年全国3562羽成鸽组亚军

• 盖雷全国2953羽成鸽组11位

• 亚精顿全国6444羽一岁鸽组28位

• 波治全国22476羽成鸽组42位

• 查特路全国20517羽成鸽组64位

BE03-6257098
098号

乳酪小子直子

BE07-6242318
里欧.佛哈根



BE03-6257098
098号

乳酪小子直子

BE04-6307210
劳拉祖母

棕榈号祖母
奥林匹克代表鸽
葛斯顿半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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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拉”(Lila)
“098号”直女
BE11-6119142

• 盖雷全国赛2656羽成鸽组10位

• 盖雷全国B2大区1646羽30位

• 盖雷全国7681羽成鸽组147位

• 查特路全国B2大区成鸽组2954羽58位

• 查特路全国17984羽成鸽组549位

钻石098鸽系-乳酪小子直子
“珊迪”（Sandy）

“098号”直女
BE11-6119143

同孵姐妹

“安吉尔”（Anjel）
“098号”直女
BE12-6023228

半姐妹

• 布洛瓦全省1169羽一岁鸽组11位

• 蒙吕松全国B2大区2373羽成鸽组26位

• 蒙吕松全国14230羽成鸽组358位

• 查特路全国B区5997羽一岁鸽组28位

• 查特路全国15902羽一岁鸽组270位

• 蒙吕松全省2222羽一岁鸽组37位

• 盖雷全省64位

• 内佛斯全省76位

• 拉索特年全省95位

同孵姐妹同孵姐妹
• 布洛瓦全省1169羽一岁鸽组11位

• 蒙吕松全国B2大区2373羽成鸽组26位

• 蒙吕松全国14230羽成鸽组358位

• 查特路全国B区5997羽一岁鸽组28位

• 查特路全国15902羽一岁鸽组270位

• 蒙吕松全省2222羽一岁鸽组37位

BE03-6257098
098号

乳酪小子直子

BE10-3169150
闪电号直孙女
盖比.凡德纳比
诺伯特.亚里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09-6111553
波治全国37357 羽季军

34

同孵姐妹

“米特雌”（Mitje）
乳酪小子直女

BE09-6358795

“维拉”（Vera）
“乳酪小子”直女
BE09-6358796

乳酪小子其他优秀子代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顶级育种配对:“乳酪小子”X“美莎姐妹110”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07-6033110
全姐妹美莎获得安特卫普长距离

俱乐部鸽王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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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斯”（Niels）
“乳酪小子”直子
BE08-6177698

“葛特雌2号”
（Greetje 2）

BE12-6023273

父亲

“萨姆”（Sam）
“诺尔”之父

BE11-6119144

全国赛入赏12次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顶级育种配对:“乳酪小子”X“美莎姐妹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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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Noor）
BE12-6023320

• 威尔森半全国10480羽一岁鸽组冠军

• 15359羽最高分速

• 波治全国13588羽一岁鸽组17位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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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育种配对:“乳酪小子”X“美莎姐妹110”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吉瑞特”（Griet）
“乳酪小子”直女
BE08-6177699

“小艾莉”（Elleke）
BE11-6119152

“凯利”（Kelly）
BE13-6062040

• 幼鸽组25位

• 幼鸽组84位

• 幼鸽组63位

全国赛入赏10次

• 奥尔良全省4262羽幼鸽组6位

• 威尔森半全国5715羽一岁鸽组41位

• 查特路全国B2大区1725羽一岁鸽组79位

• 查特路全国12071羽一岁鸽组201位

母亲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BE07-6033110
全姐妹美莎获得安特卫普长距离

俱乐部鸽王冠军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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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吉奥”（Sergio)
“乳酪小子”直子
BE08-6369094

顶级育种配对:“乳酪小子”X“美莎姐妹110”

“汽车侠”（Carmen）
BE13-6062089

“波塔”（Berta）
BE12-6023233

全国赛5次入赏

5次入赏全国赛

父亲

BE07-6033110
全姐妹美莎获得安特卫普长距离俱乐部

鸽王冠军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2014年亚精顿全省幼鸽冠军“娜菲”（Nafi）父母

40

“芬克”（Femke）
劳拉全姐妹

2014年亚精顿全省幼鸽冠军“娜菲”之母

BE11-6119158
• 成鸽组46位

• 成鸽组137位

• 一岁鸽组135位

• 一岁鸽组94位  

安特卫普长距离联盟鸽王冠军全兄弟

“卢克”（Luc）
2014年亚精顿全省幼鸽冠军“娜菲”之父

BE10-6031714

X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04-6307341
超级种雌

作育子代奥林匹克代表鸽葛斯顿, 克里斯.克
莱伯特基础种鸽冰雪号，安特卫普联盟长距

离俱乐部鸽王冠军

41

“蒂米”（Timmy）
“乳酪小子”直子
BE10-6031799

“泰莎”(Tessa)
BE12-6023214

• 成鸽组64位

• 成鸽组91为

超级育种配对：”乳酪小子” X “341号”

父亲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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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雅”（Julia）
“乳酪小子”直女
BE10-6031800

“小琳”（ Leentje）
BE12-6023244

• 亚精顿全国B区8624羽幼鸽组31位

• 亚精顿全国25949羽幼鸽组190位

• 亚精顿全国B2大区4007羽一岁鸽组35位

• 亚精顿全国22463羽一岁鸽组86位

• 波治全国B2大区4783羽成鸽组73位

• 波治全国22663羽成鸽组339位

在2014年9月被盗

超级育种配对：”乳酪小子” X “341号”

BE04-6307341
超级种雌

作育子代奥林匹克代表鸽葛斯顿, 克里斯.克
莱伯特基础种鸽冰雪号，安特卫普联盟长距

离俱乐部鸽王冠军

母亲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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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内丝”（ Ines）
“乳酪小子”直女
BE10-6031857

“丽萨”（ Lisa）
BE13-6062120

• 波治全国B2大区4016羽幼鸽组19位

• 波治全国17478羽幼鸽组87位

• 波提尔全国B2大区2708羽一岁鸽组22位

• 波提尔全国14094羽一岁鸽组227位

• 波治全国B2大区5666羽一岁鸽组36位

• 波治全国24019羽一岁鸽组173位

超级育种配对：”乳酪小子” X “341号”

母亲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04-6307341
超级种雌

作育子代奥林匹克代表鸽葛斯顿, 克里斯.克
莱伯特基础种鸽冰雪号，安特卫普联盟长距

离俱乐部鸽王冠军

BE12-6023340
芭芭拉直子

BE10-6031857
伊内丝

乳酪小子直女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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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莉斯汀”（Kristin)
“乳酪小子”直女
BE10-6031858

“史维雅”（ Sylvie）
BE13-6062129

• 查特路全国12071羽幼鸽组18位

• 亚精顿全国B2大区3809羽幼鸽组60位

• 亚精顿全国19303羽幼鸽组259位

在2014赛季丢失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04-6307341
超级种雌

作育子代奥林匹克代表鸽葛斯顿, 克里斯.克
莱伯特基础种鸽冰雪号，安特卫普联盟长距

离俱乐部鸽王冠军

母亲

超级育种配对：”乳酪小子” X “341号”

BE12-6023340
芭芭拉直子

BE10-6031858
克莉丝汀

乳酪小子直女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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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 Lili）
“乳酪小子”直女
BE10-6031750

“贝柯”（ Bieke）
“乳酪小子”直女
BE10-6031794

超级育种配对：”乳酪小子” X “341号”

BE98-6335690
乳酪小子

BE04-6307341
超级种雌

作育子代奥林匹克代表鸽葛斯顿, 克里斯.克
莱伯特基础种鸽冰雪号，安特卫普联盟长距

离俱乐部鸽王冠军

全姐妹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乳
酪

小
子

子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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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罗塞尼（Russeignies）
的卡沙特-塞内沙（Casaert-Senechal) 
凭借“阿玛丽娅”获得 2011 年KBDB全国大
中距离鸽王冠军和“尼古拉斯”获得 2013
年 KBDB 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这两羽冠
军鸽的母亲“金棕榈号”（Palme d’Or）为
范德瓦尔原舍，出自乔汉.狄贝塞（Johan De 
Belser）的“金翼号”（Goldwin）X“乳酪
小子直女”（Dochter Kaasboer）。

德国罗格茨(Rogatz)
的乌维.伯格（Uwe Berg)
凭借“葛斯顿”（Gaston）获得 2009 年
奥林匹克全能冠军头衔。他的“小灰瓦尔”
（Blau Wouwerke）获得超过 1000 位鸽友
的RGV 鸽王冠军，“小灰瓦尔”出自“葛斯
顿兄弟”（Brother Gaston）X“金姆半姐
妹”（Halfzus Kim）

德国霍尔兹豪森(Holzhausen)
的席欧&马可 斯.莱克父子
(Theo & Markus Lecke) 
凭借一羽“乳酪小子”高度回血鸽获得 13
年河北影视公棚赛冠军，这羽冠军鸽出自 5
羽不同的乳酪小子血统鸽。赢得 98000 欧
元奖金，莱克父子使用范德瓦尔的鸽子特别
的成功：他们的“乳酪小子”直孙“米歇
尔”(Michael）获得 HDI 尤根全国鸽王季军
和RV鸽王4位。种雌“克拉拉”（Klara）
出自“098”X“雌鸽王 2004 ”（Asduif 
2004），被证明是一羽极其宝贵的种鸽，因
为其作育了很多冠军鸽后代。

比利时邦海登（Bonheiden）
的克里斯.克莱伯特（Kris Cleirbaut)
亚精顿全国冠军“灰小姐”（Miss Blue）
为“漂亮葛斯顿”（Beauty Gaston）直
女，出自“金姆之父 240”（Den 240 
Vader Kim）X乔汉. 狄贝塞的“金翼直女 
084/02”(Dochter Goldwin 084/02）。

比利时老顿浩特(Oud Turnhout)的
巴特和南希.范欧克(Bart and Nance 
Van Oeckel)
 他们的“年轻葛斯顿”（Gaston Jr.）获得
蒙吕松全省冠军、查特路全省亚军，出自“
乳酪小子”直孙。“年轻乳酪小子”作育了
很多优秀赛鸽，包括“超级1号”（Super 
One），2013 年 LCB 全国鸽王 4 位。他们
获得蒙吕松全省冠军、查特路全省亚军、布
洛瓦半全国4位和“3 号”也获得很多其他奖
项，他们出自“134-05”的一羽兄弟鸽，其
中“134-05”为 “乳酪小子”曾孙，曾获得
安特卫普联盟鸽王冠军。

德国弗尔克斯豪森 (Volkershausen)
格哈特.莫斯特（Gerhard Most）
他的神奇赛鸽“波尔多 520 号”（Porto 
520）出自乌维.伯格的“葛斯顿”
（Gaston），“波尔多 520”为 2012 年
鸽王冠军、2012 年葡萄牙特比鸽王冠军
等。他们的赛鸽“502”出自“葛斯顿”
半姐妹，获得2014年基尔夏因博兰登
（Kirchheimbolanden）3300 羽冠军。

比利时弗雷姆德（Vremde）
的佛卡门.马歇尔&宏特
(Marcel & Gunther Vercammen）
“乳酪小子”直孙女“葛斯托纳”(Gastona）
为佛卡门父子作育了众多冠军子代和孙代，
包括蒙吕松全国冠军。此外他们的“漂亮葛
斯顿”（Beauty Gaston）为“金棕榈号”
兄弟鸽，被证明是一羽超级种鸽，因为他作
育了超过4羽 100-600 公里不同比赛的冠军
鸽。“乳酪小子”的曾孙“灰葛斯顿”作育
孙代获得拉索特年全国赛 8位、亚精顿全国
58 位、蒙吕松全国 101 位。

德国富尔达塔尔（Fuldatal）
的瓦特.佛尔摩（Walter Vollmer）
他的“洛基”（Rocky）获得 2012年德国全
国鸽王季军和 2013 年尼特拉奥林匹克鸽王
季军。“洛基”的父亲“宾果”（Bingo）为
范德瓦尔原舍，“乳酪小子”直孙。他作育 
3 羽子代获得 RV 鸽王冠军和 8项冠军。

比利时老顿浩特(Oud Turnhout)
的杨.范欧克(van Oeckel Jan) 
2007 年他从葛斯顿鸽舍引进了7 羽鸽子，他
们都与“乳酪小子”有血统关系。他使用这
些鸽子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作育了很多
冠军鸽。其中一羽幼鸽为范欧克和“乳酪小
子”混血，赢得查特路全国赛4位和亚精顿全
国 230 位。

比利时迪斯特（Diest）
的范胡特-塞尔（Vanhoudt-Serre）
凭借 “乳酪小子”高度纯血鸽获得 2013 年
萨布里斯全省冠军和伊苏丹全国亚军，2014
年查特路全国赛亚军。

其
他

鸽
舍

赛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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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赫克斯塔德 (Herk-de-Stad)
的范诺本-路耶腾
(Vanoppen-Luyten）
凭借乌维.伯格的奥林匹克全能鸽“葛斯顿”
直孙女获得奥尔良全省冠军和 11428 羽最高
分速。

比利时赫克斯塔德(Herk-de-Stad)
的普特斯.马里奥(Putzeys Mario) 
他作育的多羽冠军鸽出自“金姆”兄弟鸽和
“乳酪小子”曾孙。这些鸽子的后代非常成
功，不仅是普特斯.马里奥，下面这些鸽友也
同样如此：凡夫何仑-迪普勒（Vanvuchelen-
Depre，2014 年查特路全国 11 位）和派翠克. 
雷纳茨（Patrick Lenaerts）的苏斯通冠军和亚
军。

比利时科宁斯霍伊克 (Koningshooikt）
的莱奥& 杰瑞.当克斯
(Leo & Gerry Dockx）
他们赛鸽收藏几乎全部由范德瓦尔血统组
成。2013 年他们凭借“乳酪小子”近血“杰
特”（Jente）赢得了内佛斯全国冠军。

荷兰博文利文（Bovenleeuwen）
的阿诺德.范兹瓦姆
(Arnold Van Zwam）
他最优秀的种鸽之一为“乳酪小子”直孙，他
的幼鸽获得波玛罗3910羽冠军和亚军，杜尔夫
1629羽冠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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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马尔克达尔（Maarkedal）
的耶勒范斯特海姆
(Jelle Van Sterthem)
这名 15 岁的小鸽友已经参赛 2 年时间，但是葛
斯顿.范德瓦尔被证明是一位伟大的导师。耶勒现
在使用“芭芭拉”（Barbara）的血统取得了非常
优秀的成绩，获得杜尔斯赛全国 24709羽亚军和
查特路全省19位，还多次获得300km比赛冠军。

比利时雷莫纳姆（Rijmenam）
的库尔特.范普拉特（Kurt Van Praet)
从2 010 年开始建构一支“乳酪小子”收藏，
凭借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鸽子在国内
外其他鸽舍的表现也非常不错，不论是在短距
离还是中长距离比赛均是如此。

比利时阿尔瑟勒（Aarsele）
的诺伯特& 史代芬亚里
(Norbert & Stefan Ally ）
他们的“乳酪小子”直孙“豪达”（ Gouda）
为一羽真正的顶级品质雌鸽。她作为幼鸽在4场
中距离比赛中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0.75% 的
系数！他们一直都在使用“乳酪小子”其他孙
代作育优秀赛鸽。

比利时赫拉曾（Grazen）
的艾尔文.塞伯曼斯（Erwin Schepmans)
他曾与莱昂.哈耶（Leon Hayen）一起获得拉索
特年全国赛冠亚军， 全国冠军的母亲出自“金
棕榈号之父”X“乳酪小子直女”，亚军的母亲
也是一羽“乳酪小子”的直孙女。艾尔文. 塞伯
曼斯在2014 年取得了优秀的幼鸽赛季，他的最
佳幼鸽参加了3 场全国赛出自拉索特年全国赛
冠军姐妹。

比利时迪斯特（Diest）
的沃斯.燕纳斯（Vos-Jennes）
本身获得 2012 年波治全国赛 33461 羽幼鸽
冠军，这羽全国冠军的母亲出自“金棕榈号之
父”X“乳酪小子直女”，与塞伯曼斯-哈耶的
全国冠军有着相同的血统。

荷兰布雷达（Breda）
的比尔佳-迪威德-英特帕罗马鸽舍
(Belgica-de Weerd-Interpalomas Lofts)
他们从葛斯顿引进了“乳酪小子”直孙“波治
火箭号”（ Bourges Raket），获得波治全国赛
31248 羽季军。他现在作育子代获得 2011 年
南非百万美元大赛汽车奖，孙代获得2013 年南
非百万美元大赛汽车大奖。

比利时摩尔（Mol）
的福麦尔贝根-威恩斯
(Vermeerbergen-Wilms）
他们使用“乳酪小子”的直孙作育了多羽顶级
品质鸽，包括 2012 年KBDB 全国中距离鸽王 4
位“劳拉”（Laura）和波治全国C区冠军和波
治全国亚军“布伦达”（ Brenda）

比利时普特（Putte）
的凡艾登-葛瓦斯
(Van Eynde-Goovaerts）
他们都是葛斯顿的好朋友，共同合作育种非常
成功！他们的“乳酪小子”后代已经赢得威尔
森半全国赛冠军、威尔森全省赛冠军和查特路
全省赛冠军。

比利时贝拉尔（Berlaar）
的乔汉.狄贝塞（Johan De Belser ）
葛斯顿与邻居鸽友乔汉.狄贝塞的合作育种非常
成功！最好的例证就是“金棕榈号”的父亲就
是乔汉.狄贝塞的原舍鸽，出自顶级种鸽“金翼
号”X“乳酪小子”直女。

比利时吕门（Rummen）
的保罗和克里斯.贾玛
(Paul & Chris Jamar）
他们都曾以范德瓦尔原舍鸽获得全省冠军，他
们的“乳酪小子”后代不断在全省比赛中赢得
顶级名次。

比利时辛郡（Zingem）
的福雷迪.范希兄弟
(F&J Vandenheede）
他们的“超级葛斯顿”（ Super Gaston）为“
乳酪小子”直子，已经 3 次作为幼鸽赢得全省
前10 位，包括奥尔良全省 3042 羽7位、蒙瑞
查全省 3091羽 9位和波治全省 6361 羽10 位。

德国卡塞尔（Kassel）
的诺伯特.提格曼（Norbert Tiggemann)
提格曼的基础种公鸽出自“240号”，也是“金
姆”的父亲。诺伯特凭借这羽 “240 号”直子
获得了冠军和鸽王头衔，这羽直子作育的后代
也在德国获得了很多冠军。

比利时老顿浩特(Oud Turnhout)
的布洛肯-凡赫斯（Broeckx-Vanhees)
凭借 50% 的葛斯顿.范德瓦尔血统赛鸽获得 
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 5 位。母亲为“乳酪小
子”直孙女。



Photo Kaasboer : Dominique Velghe – Copyright Kurt Van Praet
Photo Amalia, Nikolaas, Palme d’O r: Dominique Velghe

All other photos : pigeonphotography.nl
Lay-out : K10 Graph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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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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