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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路克.西翁夫妇 
LUC & HILDE SIOEN (BE)

“钻石矿藏”开启在即！

全部种鸽及赛鸽清舍拍卖会，
（不含2021年夏季晚生鸽）

上线时间：2021年11月14日（周日）
结标时间：2021年11月20-21-22日（周六日一）

BE17-3070024 “卡梅隆”
绝无仅有！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2019年

www.xingez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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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波士汀（POL BOSTYN）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由世界顶级名豪引路

波尔.波士汀（Pol Bostyn）是比利时真正的赛坛大师，因成就

卓著被誉为“西方之狮”。他的赛鸽生涯中共赢得大约20项全国

冠军，曾经以包揽波城国家赛前五位震撼鸽界。在判断鸽子质量

方面，波尔.波士汀有着独特的能力，他总能精确的判断鸽子的品

质，这是一种天赋，作为顶级鸽友与生俱来的恩赐。这项能力是

成就波士汀成为育种大师的基础，曾经在比利时有个戏言“让波

尔.波士汀待在你的鸽舍会令你失去最好的鸽子。”对于这句话，

皮特.迪维德（Piet de Weerd）就很有发言权，显然，波尔.波士

汀在他种鸽舍引进走了最好种鸽，留下了一个“教训”。

少年时代的路克.西翁几乎整天“泡在”波尔.波士汀的鸽舍，在

鸽舍里东奔西跑的小路克让当时已经是垂暮之年的波士汀很是欣

赏，对于这个小朋友的勤奋和好学，老人授以最宝贵的“财富”

作为回报，这些至宝是路克.西翁的鸽舍能够在今天扬名世界的基

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名师引路，这份机缘着实可遇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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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 
全部种鸽及赛鸽清舍拍卖（不含2021年夏季晚生鸽）

路克.西翁（Luc Sioen）和夫人希

尔德（Hilde）以绝无仅有的国家赛

战绩为世界鸽友所熟知。2021年，

由于政府建设，西翁鸽舍附近建造

了以往数倍的高层建筑物，不再适

合继续饲养赛鸽，夫妇二人因此决

定搬往他处。因此促成了清舍拍卖

的启动，路克.西翁毫不犹豫的将这

难能可贵的机会交给了他信任的老

朋友EPW欧洲信鸽站，如此级别的

铭鸽西翁夫妇此前从未以如此宏大

的规模向全世界的鸽友展示，对于

钟爱这路实战血统的鸽友来说，将

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引进契机！

在本期清舍拍卖会中您将可以遍寻路克.西翁夫妇最完整的族谱种系，拍卖将囊括他们的当今最为风靡世界的

双冠王“卡梅隆”子代及父母“蜘蛛侠×玛莉安妮”。“卡梅隆”的全姐妹，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6位“维多

利亚”BE15-219、“卡梅隆”全兄弟，查特路全国8640羽15位“艾恩”BE16-742，两羽拍卖会中的亮点铭

鸽绝对不容错过！不仅如此，在本场拍卖会中镇舍种鸽“阿努克”全系也将悉数上线。此外，基础种鸽“杰西

（KBDB全国鸽王）”、“亚历克西娅”和“艾娃”家族也将倾巢而出，同场争辉。毫无疑问，以上铭鸽将可以

代表当今比利时鸽坛的最高竞技水平！

本场清棚拍卖会将于2021年11月14日（周日）重磅上线，于11月20-21-22日（周六日一）分为3天结标。拍卖

结标当日EPW欧洲信鸽站将通过快手官方账号（快手号：EPW584968688）直播欧洲现场展示会实况并实时全

方位展示拍卖鸽，浏览网站（www.xingezhan.com）或联系本站客服（电话及微信：13146616133）将帮助您

获取更多预告信息和相关资讯！

202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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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绩

2013 - 2021赛季国家赛前10位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卡梅隆’
冠军  波提尔 全国   14094羽  ‘威廉敏娜’
冠军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诺米’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内罗’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卡梅隆’
亚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艾尔玛’
亚军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亚历克西娅’
季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蕾哈娜’
4位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阿努克’
4位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杰西’
4位  拉索特年 全国   6203羽  ‘小李’
4位  亚精顿 全国   9328羽  ‘加农炮018’
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蕾哈娜’
5位  亚精顿 全国   9228羽  ‘玛尔戈’
5位  拉索特年 全国   6203羽  ‘安德里娅’
6位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维多利亚’
6位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玛尔戈’
7位  亚精顿 全国   22826羽  ‘吉莉娅’
8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蕾哈娜’
9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露卡’
9位  波提尔 全国   14094羽  ‘亚历克西娅’
10位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阿诺’

2013赛季前代表成绩：
冠军  圣维仙 国际  ‘格里洛II’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英迪拉’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拉索特年小姐’

2013-2021赛季国家赛三甲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2208羽  ‘罗克西’
冠军  波提尔 全国大区     2995羽  ‘诺米’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856羽  ‘杰西’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804羽   ‘杰西’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711羽   ‘小李’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882羽   ‘内罗’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735羽   ‘加农炮018’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494羽   ‘玛尔瓦’ 
冠军  利蒙治 全国大区    815羽   ‘卡梅隆’
冠军  蒙吕松 全国大区    465羽   ‘小乔丝’
冠军  图勒 全国大区     610羽   ‘艾娃’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478羽   ‘亚历克西娅’
冠军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漂亮阿努克’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60羽  ‘艾尔玛’
亚军  波治 全国大区    2223羽  ‘露卡’
亚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2208羽  ‘佐拉’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4羽  ‘西琳娜’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9羽  ‘加农炮018’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71羽  ‘诺米直女’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3羽  ‘漂亮阿努克同窝’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04羽  ‘弗拉基米尔’
亚军  伊苏丹 全国大区    941羽   ‘朱克’
亚军  布瑞福 全国大区     795羽   ‘內里纳’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2714羽  ‘宝利多’
亚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856羽  ‘阿珊娜’
亚军  盖雷 全国大区     606羽   ‘蕾哈娜’
亚军  利蒙治 全国大区    1406羽  ‘奥林匹克佳波’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735羽   ‘玛尔戈’
亚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880羽   ‘阿珊娜’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804羽   ‘阿诺’
亚军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711羽   ‘安德里娅’
亚军  波治 全国大区    591羽   ‘杰西兄弟’
亚军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艾娃’
季军  波治 全国大区    1469羽  ‘法兰克直女’ 
季军  波提尔 全国大区     2995羽  ‘阿努克’
季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45羽  ‘维多利亚直子’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880羽   ‘宝利多’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010羽  ‘阿珊娜’
季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876羽   ‘加农炮018’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793羽  ‘萨拉’
季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737羽   ‘萨莎’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769羽   ‘卡梅隆’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602羽   ‘伊伦’
季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60羽  ‘蕾哈娜’
季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324羽  ‘萨莎’
季军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2555羽  ‘阿努克’半兄弟
季军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882羽   ‘维多利亚’

2013-2021赛季国家赛三甲
冠军   亚精顿 全国A1大区    1461羽  ‘露卡’
冠军   亚精顿 全国A1大区    1195羽  ‘伊万卡’
冠军   查特路 全国A1大区    1010羽  ‘艾尔玛’
冠军   波治 全国A1大区    1885羽  ‘萨莎’
冠军   亚精顿 全国A1大区    1164羽  ‘卡梅隆’
冠军   威尔松 全国A1大区     1160羽  ‘玛丽’
冠军   亚精顿 全国A1大区    1462羽  ‘吉莉娅’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96羽  ‘路易斯.莱昂’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324羽  ‘艾娃’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324羽  ‘闪电雌’
冠军  波治 全国大区    2223羽  ‘蕾哈娜’
冠军  利蒙治 全国大区    1410羽  ‘奥林匹克佳波’
冠军  波提尔 全国大区     2743羽  ‘威廉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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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绩

杰出代表成绩记录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64羽  冠军 亚军 季军 4 7 8 12 13…  入赏率12/18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冠军 亚军 4 8 12 18…  入赏率14/16
波治 全国大区  2223羽  冠军 亚军 4 5 6 8 10 14…  入赏率14/16
亚精顿 全国   15236羽  冠军 亚军 季军…  入赏率12/18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010羽  冠军 季军 8 11 13 15 16 18…  入赏率13/17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98羽  冠军 亚军 4 10 14 18…  入赏率21/33
克莱蒙特 地区  3318羽  冠军 亚军 8 10 14…  入赏率14/19
波治 全国   20284羽  5 9 21 22 25 40 44…  入赏率14/16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冠军 亚军 5 6 8…  入赏率24/53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4 10 25 82…  入赏率16/23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15 21 34 37 40 52 78…  入赏率13/17
布洛尼  联盟   487羽   冠军 亚军 季军 4 5 6 7 8…  入赏率24/33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季军 9 14 20…  入赏率9/12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743羽  5 6 9 16 17 18…  入赏率21/28
波治 全国   20397羽  28 32 61 63 73…  入赏率19/27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冠军 亚军 季军…  入赏率12/32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季军 5 6 7…  入赏率34/42
波提尔全国  全国   13135羽 冠军 4 57 76 77…  入赏率15/27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冠军 6 31 65…  入赏率16/24
丰特奈 全省   7568羽  季军 10 19… 入赏率12/12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亚军 7 52 57 91…  入赏率8/10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亚军 季军 5 7 8 9…  入赏率38/46
克莱蒙特 全省   6063羽  冠军 2…  入赏率11/13
蓬图瓦兹 全省   20341羽  5 29 42 92 94 99…  入赏率25/39
波提尔全国  全国   14094羽  冠军 9 82…  入赏率8/10
威尔松  全国大区  1177羽  冠军 4 12…  入赏率6/13
波治 全国大区  1885羽  冠军 14 17…  入赏率8/16
亚精顿 全国大区  804羽   冠军 亚军 4 12 18…  入赏率16/23
盖雷  全国大区  606羽   亚军 4 7 14 16 21 24 25 27…  入赏率10/11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856羽  冠军 亚军 8…  入赏率9/16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73羽  冠军 5 7…  入赏率14/25
克莱蒙特 地区 14571羽  4 5 8 17…  入赏率16/20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4羽  冠军 亚军 5…  入赏率12/23
查特路 全国   26243羽  季军 44 92…  入赏率21/28
拉索特年  全国   6205羽  4 5…  入赏率9/10
查特路 全国大区  4107羽  5 9 11 12…  入赏率16/22
盖雷  全国   5331羽  8 16 26 63 68 92…  入赏率10/11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冠军 亚军 5 7…  入赏率8/15
查特路 全国   29591羽  17 24 31…  入赏率12/29
亚精顿 全国   9228羽 4 5…  入赏率5/6
拉索特年  全国   11236羽 23 30 70 98…  入赏率9/10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9羽  亚军 季军 5 6 - 19…  入赏率7/10

2013-2021赛季省赛三甲
冠军  波治 全省  3344羽  ‘萨莎’
冠军  亚精顿 全省  2712羽  ‘卡梅隆’
冠军  布鲁瓦 全省  3898羽  ‘艾莉丝’
冠军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费姆’
冠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063羽  ‘西琳娜’
冠军  亚精顿 全省  2714羽  ‘伊万卡’
冠军  拉索特年 全省  2739羽  ‘内罗’
冠军  查特路 全省  3402羽  ‘杰西’
冠军  丰特奈 全省  5966羽  ‘梅里达’
冠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李欧娜’
冠军  波提尔 全省  2509羽  ‘威廉敏娜’
冠军  克莱蒙特 地区  2789羽  ‘西琳娜’
冠军  布洛尼 全省  3308羽  ‘拉法拉’
冠军  拉索特年 全省  930羽 ‘亚历克西娅’
冠军  蓬图瓦兹 地区  1251羽  ‘诺米直女’
冠军  波提尔 全省  2621羽  ‘诺米’
冠军  蓬图瓦兹 地区  3013羽  ‘费姆’
冠军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费姆’
冠军  利蒙治 全省  1947羽  ‘卡梅隆’
冠军  克莱蒙特 地区  2816羽  ‘内罗全姐妹’
亚军  丰特奈 地区  3210羽  ‘蕾妮’
亚军  查特路 全省  3402羽  ‘阿珊娜’
亚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艾尔玛’
亚军  亚精顿 全省  1195羽  ‘宝利多’
亚军  杜尔斯 全省  2463羽  ‘法兰克’
亚军  波治 全省  767羽 ‘漂亮阿努克’
亚军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阿努克110’
亚军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萨莎’
亚军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雅各布孙’
亚军  布鲁瓦 全省  3898羽  ‘阿尔苏菲’
亚军  亚精顿 全省  4084羽  ‘吉莉娅’
亚军  亚精顿 全省  1160羽  ‘艾尔玛’
亚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063羽  ‘玛尔瓦’
亚军  克莱蒙特 地区   2816羽 ‘杰西’
亚军  利蒙治 全省  3017羽  ‘奥林匹克佳波’
亚军  克莱蒙特 地区  2789羽  ‘玛尔瓦’
亚军  布洛尼 地区  3171羽  ‘艾米’
亚军  蓬图瓦兹 地区  1082羽  ‘阿尔苏菲’
季军  丰特奈 地区  3210羽  ‘蕾哈娜’
季军  贡比涅 地区  8237羽  ‘娜塔莉亚直女’
季军  蒙吕松 全省  2609羽  ‘卡蒂’
季军  丰特奈 全省  7568羽  ‘艾米莉亚’
季军  丰特奈 全省  5264羽  ‘特萨’
季军  波提尔 全省  2621羽  ‘阿努克’
季军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阿努克110’
季军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费姆全兄弟’
季军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弗拉基米尔’
季军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玛尔戈’
季军  丰特奈 全省  6323羽  ‘阿珊娜之母’
季军  布洛尼 地区  3171羽  ‘杰西’
季军  丰特奈 全省  5409羽  ‘阿珊娜之母’
季军  查特顿 全省  1692羽  ‘米歇尔’
季军  布鲁瓦 全省  3898羽  ‘内罗全姐妹’
季军  蓬图瓦兹 地区  1082羽  ‘杰西直子’
季军  克莱蒙特 全省  5532羽  ‘卡托’ 
季军  亚精顿 全省  2712羽  ‘蕾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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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克.西翁夫妇今日辉煌的奠定

可追溯至十年前，2011年对于

夫妇二人来说是带有巨大转折

性质的：他们造访了有着荷兰

巨炮之称的威廉.迪布恩原舍，

引进了威廉基于利奥.贺尔曼斯

血统作出的一批精选种鸽。此

后，又通过对比利时神奇小鸟

之源杨和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的探访，引进到一整轮迪克.凡

戴克“所向无敌”系幼鸽。现

在看来，这两项异血引进可谓

是西翁夫妇育种道路上最正确

的决定...

威廉.迪布恩成就今日“鸽坛顶流”

通过对威廉.迪布恩和杨.贺尔曼父子原舍的造访和引进，西翁夫妇的种鸽舍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从运用新种鸽的次年开始

连续2年蝉联波提尔全国冠军。其中2014年波提尔全国冠军“威廉敏娜”在全国26486羽赛鸽中一枝独秀领先亚军13分钟

归巢，为造就他们成为“鸽坛顶流”的现状埋下伏笔。这项冠军被夫妻俩认为是成功之路的开端，“威廉敏娜”最大的成

就可不仅是国家赛冠军这么简单，而是让西翁夫妇关注到了她的父母“蜘蛛侠×玛莉安妮”这组配对。种雄“蜘蛛侠”来

自威廉.迪布恩原舍，出自“小灰”和“梦幻配对（罗西×斯宾克号）”两路利奥血脉；种雌“玛莉安妮”同样来自威廉.迪

布恩原舍，母亲“黛丝”获波治全国12905羽冠军，父亲是“法蒂玛直子”，“法蒂玛”获王者之王（TBOTB）全国全能

鸽王10位。

无与伦比的2019赛季

2019年“蜘蛛侠×玛莉安妮”配对再次火力全开，直女“卡梅隆”BE17-3070024在豪揽亚精顿15235羽冠军后的两周

内，再夺2019年利蒙治II成鸽组9655羽冠军，完成封神之作！“卡梅隆”是有记录的欧洲赛鸽历史上第二羽创造国家赛

一年双冠的赛鸽。开山之作由布劳尔先生的世界铭鸽“王者之王”在1998年通过荷兰慕尼黑和波尔多国家赛完成。不同的

是，“卡梅隆”的上笼间隔时间相对“王者之王”的一个月更短，从6月22日夺冠到7月3日再次站上“赛道”只隔了区区

11天！值得关注的是，在“卡梅隆”的首冠秀亚精顿国家赛上，路克.西翁夫妇横扫了三甲所有席位，亚军“艾尔玛”也同

样出自“蜘蛛侠×玛莉安妮”配对，与冠军“卡梅隆”姐妹双姝，季军“蕾哈娜”则出自镇舍种雌“阿努克”血统。然而

这一赛季的好戏还远远没有结束，赛季末，西翁夫妇又再次在布鲁瓦省赛上演横扫大戏，在3898羽幼鸽和全场5044羽的

角逐中，再度包揽全部三甲席位，总冠军及总亚军为同窝，均出自基础配对“内罗×阿努克”超级直女“杰西（2018年2

次全国大区冠军）”，总季军得主是“内罗（拉索特年全国冠军）”全姐妹。

比利时“钻石矿藏”开启在即！比利时“钻石矿藏”开启在即！
路克.西翁夫妇原舍鸽绝无仅有的引进契机

6



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路克.西翁夫妇 - 波治国家赛井喷式爆发

2018赛季雌鸽战队超水平发挥：
5月05日：包揽克莱蒙特省赛6144羽冠军、亚军、4位和8位等
5月12日：斩获丰特奈全省最高分速冠军
5月19日：查特路省赛19羽参赛17羽入赏，5羽获前1%名次

2018年5月26日，波治国家赛中全数雌鸽战队上笼；共16羽成鸽9羽一岁鸽
成鸽队战绩卓著，在全省4226羽成鸽中获：4位-6位-11位-12位-15位-24位-28位-42位，等（入赏率14/16）
在全国20280羽总排中分列：5位-9位-21位-22位-25位-40位-44位-82位，等

路克.西翁原舍作出
“内罗”拉索特年全国12308羽总冠军

路克.西翁原舍作出
“卡梅隆”绝无仅有的一年双冠钻石雌

冠军 – 亚军 – 4位 – 5位 – 6位 – 7位 
2015年拉索特年I&II全国

冠军 – 亚军 – 季军  
2019年亚精顿全国成鸽组15235羽

2018赛季路克.西翁夫妇横扫式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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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8项国家赛冠军

“卡梅隆”
BE17-3070024 雌
冠军 - 亚精顿全国 - 15235羽 2019年
冠军 - 利蒙治全国 - 9661羽 2019年

“诺米”
BE12-3142056 雌
冠军 - 波提尔全国 - 13135羽 2013年

“威廉敏娜” 
BE13-3138072 雌
冠军 - 波提尔全国 
14109羽 2014年 
-全场26486羽最高分速

“拉索特年小姐”
BE98-3190101 雌
冠军 - 拉索特年全国 1999年

“内罗”
BE15-3058337 雄
冠军 - 拉索特年全国 - 9760羽 2015年
-全场12306羽最高分速

“格里洛II”
BE05-3100035 雄
总冠军 - 圣维仙国际 - 5396羽 2006年

“英迪拉”
BE00-3240052 雌
冠军 - 拉索特年全国 2001年
-全场21596羽最高分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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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2019年亚精顿I国家赛
全国15235羽 冠军-亚军-季军

“卡梅隆”
BE17-3070024 雌
绝无仅有 一年双冠
冠军 - 亚精顿全国 - 15235羽 2019年
冠军 - 利蒙治全国 - 9661羽 2019年

28位 - 查特路全国 - 13098羽 2018年
22位 - 丰特奈地区 - 4253羽 2019年 
31位 - 波治全国大区 - 1885羽 2019年

“艾尔玛” 
BE16-3103741 雌
全国亚军
亚军 - 亚精顿全国 - 15235羽 2019年

25位 - 亚精顿全国 - 11823羽 2018年
44位 - 波治全国 - 20284羽 2018年
68位 - 盖雷全国 - 5331羽 2018年
73位 - 波治全国 - 20397羽 2017年
冠军 - 查特路II全国大区 - 1010羽 2017年
亚军 - 克莱蒙特全省 - 6144羽 2018年
58位 - 克莱蒙特全省 - 9439羽 2017年
61位 - 克莱蒙特全省 - 13254羽 2019年
14位 - 波治全国大区 - 1885羽 2019年

“蕾哈娜”
BE16-3103852 雌
全国季军
季军 - 亚精顿全国 - 15235羽 2019年

5位 - 波治全国 - 20284羽 2018年
冠军 - 波治全国大区 - 2223羽 2018年
8位 - 盖雷全国 - 5331羽 2018年 
32位 - 波治全国 - 20397羽 2017年
34位 - 查特路全国 - 8640羽 2018年
4位 - 克莱蒙特全省 - 6144羽 2018年
53位 - 查特路联省 - 5904羽 2018年
季军 - 丰特奈地区 - 3210羽 2017年

“威廉敏娜” 
BE13-3138072 雌
冠军 - 波提尔全国 
14109羽 2014年 
-全场26486羽最高分速

“拉索特年小姐”
BE98-3190101 雌
冠军 - 拉索特年全国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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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瓦

路克.西翁夫妇鸽舍

空距图例
路克.西翁鸽舍
克莱蒙特 177 km

蓬图瓦兹 213 km

布里欧尼 254 km

丰特奈 302 km

查特顿 336 km

蒙托瓦 384 km

布鲁瓦 390 km

威尔松 417 km

波治 426 km

伊苏丹 447 km

杜尔斯 427 km

查特路 465 km

亚精顿 491 km

蒙吕松 508 km

拉索特年 532 km

盖雷 535 km

波提尔 542 km

图勒 603 km

利蒙治 611 km

贾纳克 623 km

布瑞福 648 km 

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巴黎

伦敦
阿姆斯特丹

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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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创世配对

父亲：
NL06-1071741 “杰洛”
全姐妹“奥林匹克夏努卡” 
2010年NPO全国当日归鸽王冠军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祖父：
BE05-6045556 “小灰”
利奥.贺尔曼斯原舍
“罗西全兄弟×神奇鸽后半姐妹”
作出

祖父：
NL00-2463652 “诺维拉雄”
威廉.迪布恩基础种雄

外祖父：
BE05-6045567 “方吉奥”
利奥.贺尔曼斯原舍

外祖父：
NL99-2366587
荷兰WHZB全国鸽王9位

祖母：
NL04-2056276 “佳妮达” 
“奥林匹克宙斯号外祖父”直女

祖母：
BE05-6045575 “法蒂玛”
利奥.贺尔曼斯原舍

外祖母：
BE05-6045579“格里”
利奥.贺尔曼斯原舍
“罗西×斯宾克号”作出

外祖母：
BE04-3160875
“苏雅克全国冠军”同母半姐妹

母亲：
NL07-1821760 “灰火焰”
2007年王者之王全国幼鸽鸽王5位
“罗西×斯宾克号”外孙女
孙代“墨菲定律”17-282成绩：
荷兰排行榜速度/中距离全国鸽王冠军

父亲：
NL07-1822469 “年轻法蒂玛”
同父半同辈“布莱恩” 
2005年全国BDS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NL06-1071789 “黛丝”
冠军 波治全国 12905羽

♀♀ NL09-1191334 ♂♂ NL11-1742464

蜘蛛侠
直女“卡梅隆”BE17-024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2019年
同父半姐妹“夏洛妮”
冠军 南图 17186羽
亚军 NPO波治 13592羽
威廉.迪布恩原舍

玛莉安妮

“蜘蛛侠”2021年50%育种成功几率
“玛莉安妮”已于2019年停止育种

“蜘蛛侠×玛莉安妮”子代成绩：

-“卡梅隆” 024-17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2019年

-“威廉敏娜” 072-13 
冠军  波提尔 全国  14109羽  2014年
-26486羽最高分速

-“艾尔玛” 741-16  
亚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010羽  2017年
25位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2018年
44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73位  波治 全国  20397羽 2017年

-“维多利亚” 219-15 （K121） 
6位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2015年

-“伊伦” 742-16 （K1） 
15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2018年
35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712羽  2016年

紧随全姐妹“卡梅隆”归巢

K.169赠鸽 K.169赠鸽

直女“卡梅隆”BE17-024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2019年
母亲“黛丝”成绩：

冠军 NPO波治　12905羽
威廉.迪布恩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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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创世配对 绝无仅有

父亲：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母亲：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卡梅隆

冠军 亚精顿 全国15235羽 
日期：2019年06月22日
分速：1172米/分
空距：493.081公里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日期：2019年07月05日
分速：1177米/分
空距：611.093公里

28位  查特路 全国  13098羽 2018年
83位  丰特奈 全省  9355羽  2019年 
31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885羽  2019年

♀♀ BE17-3070024*
* 表示非拍卖鸽

13



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母亲：
“玛莉安妮”（K169赠鸽） 
NL09-1191334

母亲：
“玛莉安妮”（K169赠鸽） 
NL09-1191334

BE13-3138072*

亚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25位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2018年
44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68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73位  波治 全国  20397羽  2017年
冠军  查特路II 全国大区  1010羽  2017年
亚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2018年
58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2017年
61位  克莱蒙特 全省  13254羽  2019年
76位  查特路 联省  5904羽  2018年
150位  查特路II 全国  8640羽  2018年
14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885羽  2019年
209位  查特路I 全国  26243羽  2017年

威廉敏娜
冠军 波提尔 全国 14109羽 2014年
-26486羽最高分速（领先亚军14分钟）
空距： 541.772公里
分速： 1121米/分

父亲： 
“蜘蛛侠”（K169赠鸽）
NL11-1742464

父亲： 
“蜘蛛侠”（K169赠鸽）
NL11-1742464

艾尔玛

♀♀♀♀ BE16-3103741*

* 表示非拍卖鸽

“卡梅隆”全姐妹 “卡梅隆”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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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父亲： 
“蜘蛛侠”（K169赠鸽）
NL11-1742464

母亲：
“玛莉安妮”（K169赠鸽） 
NL09-1191334

6位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68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2885羽 
34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2630羽 
50位  亚精顿I 全国大区  1464羽 
50位  亚精顿II 全国大区  841羽 
134位  查特路 全国  29591羽 

“维多利亚”子代成绩：
-“维克88”16-788
季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45羽 

-“维克多”20-011 （K122）
17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703羽
27位  蓬图瓦兹 全省  3072羽
54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648羽
59位  克莱蒙特 联盟  1394羽
93位  蓬图瓦兹 全省  3013羽

-“雨果” 21-066 （K150）
79位  克莱蒙特 地区  3508羽

VICTORIA

♀♀
K.121

维多利亚

BE15-3058219

“卡梅隆”全姐妹 “卡梅隆”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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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父亲： 
“蜘蛛侠”（K169赠鸽）
NL11-1742464

母亲：
“玛莉安妮”（K169赠鸽） 
NL09-1191334

15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13位  蓬图瓦兹 地区  4896羽
4位  威尔松  全国大区 1160羽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602羽
9位  布鲁瓦 全省  623羽
35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712羽
15位  布洛尼 联盟  487羽
59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804羽

“伊伦”子代成绩：
-“路易斯.莱昂” 19-735 （K38）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96羽
 18位  亚精顿 全国  23258羽
 季军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朱克” 20-004 （K3）
亚军 伊苏丹 全国大区 941羽  
48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703羽 

“伊伦”同窝“艾尔玛”获亚精顿全国15235羽亚军 
（冠军同舍“卡梅隆”）

BE16-3103742♂♂

伊伦

K.1

“卡梅隆”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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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父亲：
BE16-3103742“伊伦” （K1）
15位 查特路全国 8640羽
直子“路易斯.莱昂”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96羽

父亲：
BE16-3103742“伊伦” （K1）
15位 查特路全国 8640羽
直子“路易斯.莱昂”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96羽

祖父：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祖父：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外祖父：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外祖父：
3111835-14“绝对先锋号”
冠军 查特路 全国 25126羽 2016年
（54717羽最高分速）

祖母：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祖母：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外祖母：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外祖母：
BE12-3142054“阿努克”
基础种雌

母亲：
BE16-3103741“艾尔玛”
亚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010羽

母亲：
BE16-3141345“比琳达” （K98）
直女“吉莉娅”成绩：
7位 亚精顿 全国 22826羽

♂♂ BE19-3007979 

“伊伦×艾尔玛”作出
  同窝兄弟×同窝姐妹

朱克
亚军  伊苏丹 全国大区  941羽
48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703羽 

“朱克”子代成绩：
– “卡洛斯” 21-127 （K146）
季军  蒙托瓦 联盟  533羽 
12位 地区 1299羽 
35位 全省  3334羽 
6位  蓬图瓦兹 联盟  456羽 
121位 全省  10606羽 

♂♂
K.2 K.3

特别近亲雄

BE20-3020004 

“卡梅隆”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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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父亲：
BE18-3008185“蒂姆”
5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半姐妹“吉莉娅”成绩：
7位 亚精顿 全国 22826羽

父亲：
BE18-3008185“蒂姆”
5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半姐妹“吉莉娅”成绩：
7位 亚精顿 全国 22826羽

祖父：
BE16-3031554“一岁蒂伯格”
顶级种鸽直子
孙代获利蒙治全国冠军+
苏雅克全国冠军 

祖父：
BE16-3031554“蒂伯根”
顶级种鸽直子
孙代获利蒙治全国冠军
苏雅克全国冠军

外祖父：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外祖父：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祖母： 
BE16-3141345“比琳达” （K98）
查特路全国25126羽冠军 （54717羽最高分速）
×基础种雌“阿努克” 

祖母：
BE16-3141345“比琳达” （K98） 
查特路全国25126羽冠军 （54717羽最高分速）
×基础种雌“阿努克” 

外祖母：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外祖母：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母亲：
BE17-3070024“卡梅隆”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母亲：
BE17-3070024“卡梅隆”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 BE19-3007995 ♂♂

卡梅隆直子3 卡梅隆直子4

K.109 K.5

BE19-3007996

“卡梅隆”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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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父亲：
“漂亮阿努克”（K99）
BE18-3008017
冠军 波治 全国大区 2020年

父亲：
“漂亮阿努克” （K99）
BE18-3008017
冠军 波治 全国大区 2020年

祖父：
BE16-3103715“宝利多” 
亚军+5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卡梅隆半兄弟”直子

祖父：
BE16-3103715“宝利多” 
亚军+5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卡梅隆半兄弟”直子

外祖父：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外祖父：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祖母：
BE12-3142054“阿努克”
基础种雌

祖母：
BE12-3142054“阿努克”
基础种雌

外祖母：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外祖母：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母亲：
BE17-3070024“卡梅隆”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母亲：
BE17-3070024“卡梅隆”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 BE19-3126059 BE19-3126060 ♀♀

卡梅隆直子2

K.61 K.85

漂亮卡梅隆

“卡梅隆”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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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父亲：
BE14-4240510“漂亮510”
4位 莱邦纳 全国 
亚军 查特路 全省 
41位 卡奥尔 全国
67位 莱邦纳 全国 
狄史麦特-瑞斯帝安 

父亲：
BE15-3058337“内罗”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9760羽
直女“杰西”成绩：
2次全国大区冠军+KBDB全国鸽王8位

祖父：
BE08-4000195“漩涡号”
“卡奥尔全国冠军”直子

祖父：
BE13-3138176“里戈韦托”
顶级种鸽直子,“爆炸号×神话号”

外祖父：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外祖父：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祖母：
NL08-1676445“索司东号直女”
超级种雌
杨.恩斯特 

祖母：
BE11-3088148“艾米莉亚”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
30位 查特路 全国 15902羽

外祖母：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外祖母：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母亲：
BE17-3070024“卡梅隆”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母亲：
BE17-3070024“卡梅隆”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BE19-3007950 BE19-3126055♀♀ ♂♂

“卡梅隆直女”子代20-030成绩：

9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19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卡拉 ” 21-027 （K137）
冠军 克莱蒙特 联盟  300羽 
4位 地区  3508羽 

“卡梅隆直子1”子代成绩：

“约兰达” 21-022 （K135）
 冠军  蓬图瓦兹 联盟 462羽 
 12位 地区      5309羽 

K.43 K.25

卡梅隆直女 卡梅隆直子1

“卡梅隆”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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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本身作育子代成绩：

-“朱尔斯” 20-119 （K59）
  12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62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珍” 20-120 （K60）
  5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本身作育子代成绩：

- “888号” 19-888 （K89）
6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3羽
14位  蒙托瓦 全国大区   1945羽
19位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640羽
26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324羽 
29位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阿尔塞纳” 20-102 （K90）
 37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648羽
 27位    蒙托瓦 全国大区 765羽
 86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50位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佐夫” 20-101
  7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33位    伊苏丹 全国大区 941羽
 42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13羽
 58位    亚精顿 地区 1504羽

-“诺德” 21-089 （K152）
 33位   克莱蒙特  地区 3508羽

BE17-3070140♀♀

BE17-3070232♀♀

真棒号 特别唯一号

父亲：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半平辈“卡龙”成绩：
冠军 南图 17186羽
亚军 NPO波治 13592羽

祖父：
NL06-1071741“杰洛” 
全平辈“奥林匹克夏努卡”成绩：
2010年NPO全国当日归鸽王冠军+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外祖父：
NL07-1822469“年轻法蒂玛”
半平辈 “布莱恩” 成绩：
BDS全国鸽王冠军

祖母：
NL07-1821760“灰火焰”
2007年王者之王全国幼鸽鸽王5位
孙代“墨菲定律”成绩：
2018年荷兰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

外祖母：
NL06-1071789“黛丝” 
冠军 NPO波治 12905羽

母亲：
“玛莉安妮”（K169赠鸽）
NL09-1191334
母亲“黛丝”成绩：
冠军 波治 全国 12905羽

K.57

K.88

全姐妹

“卡梅隆”子代 “卡梅隆”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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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BE17-3070216BE16-3103871

父亲：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半平辈“卡龙”成绩：
冠军 南图 17186羽
亚军 NPO波治 13592羽

祖父：
NL06-1071741“杰洛” 
全平辈“奥林匹克夏努卡”成绩：
2010年NPO全国当日归鸽王冠军+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外祖父：
NL07-1822469“年轻法蒂玛”
半平辈 “布莱恩”成绩： 
BDS全国鸽王冠军

祖母：
NL07-1821760“灰火焰”
2007年王者之王全国幼鸽鸽王5位
孙代“墨菲定律”

外祖母：
NL06-1071789“黛丝” 
冠军 NPO波治 12905羽

母亲：
“玛莉安妮”（K169赠鸽）
NL09-1191334
母亲“黛丝”成绩：
冠军 波治 全国 12905羽

全平辈成绩：
   
“卡梅隆” 17-024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威廉敏娜” 13-072  
冠军  波提尔 全国  14109羽
-26486羽最高分速

“艾尔玛” 16-741
亚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010羽

♂♂ ♂♂

卡梅隆全兄弟1 卡梅隆全兄弟2

K.29 K.112

“伊伦” 16-742 （K1）
15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维多利亚” 15-219 （K121） 
6位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卡梅隆”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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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BE18-3008211BE17-3070231

父亲：
“蜘蛛侠” （K169赠鸽）
NL11-1742464
半平辈“卡龙”成绩：
冠军 南图 17186羽
亚军 NPO波治 13592羽

祖父：
NL06-1071741“杰洛” 
全平辈“奥林匹克夏努卡”成绩：
2010年NPO全国当日归鸽王冠军+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外祖父：
NL07-1822469“年轻法蒂玛”
半平辈 “布莱恩”成绩： 
BDS全国鸽王冠军

祖母：
NL07-1821760“灰火焰”
2007年王者之王全国幼鸽鸽王5位
孙代“墨菲定律”

外祖母：
NL06-1071789“黛丝” 
冠军 NPO波治 12905羽

母亲：
“玛莉安妮” （K169赠鸽）
NL09-1191334
母亲“黛丝”成绩：
冠军 波治 全国 12905羽

全平辈成绩：
   
“卡梅隆” 17-024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威廉敏娜” 13-072  
冠军  波提尔 全国  14109羽
-26486羽最高分速

“艾尔玛” 16-741
亚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010羽

♂♂ ♂♂

卡梅隆全兄弟3 卡梅隆全兄弟4

K.46 K.120

“伊伦” 16-742 （K1）
15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维多利亚” 15-219 （K121） 
6位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卡梅隆”全兄弟 “卡梅隆”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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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父亲：
NL06-1071741“杰洛” 
全平辈“奥林匹克夏努卡”成绩： 
2010年NPO全国当日归鸽王冠军+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祖父： 
BE05-6045556“小灰”  
利奥.贺尔曼斯原舍
“罗西全兄弟×神奇鸽后半姐妹”作出

外祖父： 
NL08-1554597
50%威廉.迪布恩

祖母： 
NL04-2056276“佳妮达” 
“奥林匹克宙斯号外祖父”直女

外祖母： 
NL08-1554521
50%威廉.迪布恩

母亲：
NL09-1201894“奥林匹克莎伦”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全能组代表鸽
TBOTB全国全能鸽王冠军
艾佛林联合鸽舍

-“诺米” （052-12）
冠军 波提尔全国 13135羽 2013年
-----------------------------------
-“伊娃” 16-758 （Koop 49）
2次全国大区冠军 !
6次全国前100位!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
鸽王9位
-----------------------------------

“阿卡波可”半平辈成绩：

-“蜘蛛侠”（K169赠鸽）子代成绩：

“卡梅隆” （17-024）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威廉敏娜” （13-072） 
冠军 波提尔全国 14109羽
-26486羽全场最高分速
-------------------------------------
“艾尔玛” （16-741） 
亚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1010羽
--------------------------------------
-“卡龙”:  
冠军 南图 17186羽
亚军 NPO波治 13592羽

“阿卡波可” 子代成绩：

NL11-1742484♂♂

阿卡波可

K.51

“卡梅隆”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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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父亲：
“阿卡波可” （K51）
NL11-1742484
威廉.迪布恩原舍
子代：“诺米”、 “伊娃”
半兄弟“蜘蛛侠” （K1）

祖父：
NL06-1071741“杰洛” 
全平辈“奥林匹克夏努卡”成绩：
2010年NPO全国当日归鸽王冠军+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外祖父：
NL06-1072041“可可”
7位 NPO布鲁瓦 4067羽

祖母：
NL09-1201894“奥林匹克莎伦”
2010年TBOTB全国全能鸽王冠军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全能组代表鸽
艾佛林联合鸽舍

外祖母：
NL06-1071847“卡瑞娜”
季军 全国 NPO布莱萨赫 8445羽
“最爱号” （利奥.贺尔曼斯基础种雌）直女

母亲：
“阿德里亚娜” 
NL11-1742481
威廉.迪布恩原舍

BE12-3142056*

诺米

♀♀

2013年波提尔全国13135羽冠军

空距：520公里

分速：1105米/分

2013年查特路全国大区4107羽12位  

“诺米”子代成绩：
-“梅里达”17-152成绩： 
冠军  丰特奈 378羽 
冠军  全省 5966羽 
冠军  克莱蒙特 428羽 
7位  全省 9028羽 

-“诺米直女”19-823 (K100) 成绩：
冠军  亚精顿 530羽 
亚军  全国大区 1671羽 

-“索”14-014成绩： 
冠军  蓬图瓦兹    1251羽
5位  全省   20341羽 

-“奈拉”14-013成绩：
56位  利蒙治 全国  13493羽

-“诺米”半姐妹“伊娃”16-758 (K49) 成绩：
2次全国大区冠军！
6次全国前100位!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9位

“卡梅隆”家族

* 表示非拍卖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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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父亲：
NL11-1742484“阿卡波可” （K51）
威廉.迪布恩原舍
子代“诺米”、“伊娃”
半兄弟“蜘蛛侠”（K169赠鸽）

祖父：
NL06-1071741“杰洛” 

外祖父：
BE06-6212441“帅气号” 
瑞克.贺尔曼基础种鸽
孙代“卡基”成绩：冠军 伊苏丹 全国 11465羽

祖母：
NL09-1201894“奥林匹克莎伦”

外祖母：
BE07-6364152“小玛蒂”
瑞克.贺尔曼基础种鸽

母亲：
BE11-6244622“帅气号直女”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子代“亚历克西娅”、“玛尔瓦”

“伊娃”全平辈： “伊娃”全平辈：

BE16-3103758

伊娃

K.49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9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4位
(5次国家赛综评)

2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37位  图勒 全国     9573羽 2017年   
52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2018年 
45位  查特路 联省    5904羽 2018年
52位  波治   全国     5294羽 2020年
82位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2018年
92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冠军  图勒   全国大区 610羽 2017年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19羽 2018年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324羽 2020年
亚军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2020年 
4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95羽 2017年
6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223羽 2018年
8位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2018年 
4位  蒙吕松  全国大区 465羽 2019年
12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602羽 2018年
12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804羽 2018年 
26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2020年

-“伊娃全兄弟”16-885育种：
直女 “萨莎”(K50) 成绩：

2018-2019赛季比利时亚精顿
国家赛最佳赛鸽(3场比赛综评）
冠军  波治 全国大区 2019年

-“诺米”12-056成绩：  
冠军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2013年
-“亚历克西娅”13-081成绩： 
亚军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2015年
9位  波提尔 全国  14094羽 2014年
9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2016年
-“玛尔瓦” （15-339）: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494羽 2016年
亚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063羽 2017年 

超级雌!!

♀♀

“卡梅隆”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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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K.50

父亲：
BE16-3103885“伊娃全兄弟”
全平辈“伊娃” （K49）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9位
6次全国前100位

祖父：
NL11-1742484“阿卡波可” （K51） 
威廉.迪布恩原舍
半兄弟“蜘蛛侠”（“卡梅隆”之父）

外祖父：
BE08-3067045“灰天空先生”

祖母：
NL09-1201894“奥林匹克莎伦”

外祖母：
BE08-3067101 “珍女郎”

母亲：
BE14-3031190“利蒙治号全姐妹” (K54）
“利蒙治全国大区6810羽冠军”全姐妹
维尔福雷德.范德玛原舍BE17-3070078

萨莎

♀♀

“萨莎”半平辈成绩：
 
15-242成绩：查特路全国29591羽17位
15-243成绩：布瑞福全国9106羽13位

“卡梅隆”家族 2018-2019赛季比利时亚精顿国家赛最佳赛鸽(3场比赛综评）

冠军  波治 全国大区   2019年

冠军  波治  全国大区  1885羽 2019年
冠军    全省     3334羽 
62位    全国   24053羽 
亚军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2021年
5位  亚精顿 I   全国大区 1074羽  2018年
54位    全国   19859羽 
季军  亚精顿II 全国大区 737羽  2018年
72位  克莱蒙特   全省 13254羽  2019年
7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60羽  2019年
109位  全国   15235羽 
10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2959羽  2020年
34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2020年 
37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769羽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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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19-3007799BE19-3007896 ♂♂

“卡梅隆”家族 - “伊娃”全平辈

伊娃全姐妹 伊娃全兄弟

K.53 K.52
♀♀

父亲：
NL11-1742484“阿卡波可”(K51）
威廉.迪布恩原舍
子代“诺米”、“伊娃”
半兄弟“蜘蛛侠”（K1）

祖父：
NL06-1071741“杰洛” 

外祖父：
BE06-6212441“帅气号” 
瑞克.贺尔曼基础种鸽
孙代“卡基”成绩：冠军 伊苏丹 全国 11465羽

祖母：
NL09-1201894“奥林匹克莎伦”

外祖母：
BE07-6364152“小玛蒂”
瑞克.贺尔曼基础种鸽

母亲：
BE11-6244622“帅气号直女”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子代“亚历克西娅”、“玛尔瓦”

全姐妹“伊娃” （KOOP 49）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9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4位（5次国家赛综评）

2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37位  图勒 全国     9573羽  2017年   
52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2018年 
45位  查特路 联省    5904羽   2018年
52位  波治 全国     5294羽  2020年
82位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2018年
92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冠军  图勒 全国大区 610羽  2017年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19羽  2018年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324羽  2020年
亚军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2020年 
4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95羽  2017年
6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223羽  2018年
8位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2018年 
4位  蒙吕松 全国大区 465羽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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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21-3015090BE20-3020160

“卡梅隆”家族 - “阿卡波可”直女

伊娃半姐妹 诺米半姐妹

K.55 K.56

♀♀ ♀♀

父亲：
NL11-1742484“阿卡波可” （K51）
威廉.迪布恩原舍
半兄弟“蜘蛛侠”（“卡梅隆”之父）

祖父：
NL06-1071741“杰洛” 

外祖父：
NL11-1742464“蜘蛛侠”（K169赠鸽）
 “杰洛×灰火焰”作出

祖母：
NL09-1201894“奥林匹克莎伦”

外祖母：
NL09-1191334“玛莉安妮” （K169赠鸽）
母亲 “黛丝”成绩：
冠军 NPO波治 12905羽

母亲：
BE17-3070140“特别唯一号” （K88）
全姐妹“卡梅隆”成绩：
亚精顿全国冠军+利蒙治全国冠军
全姐妹“威廉敏娜”成绩：
波提尔全国冠军

半平辈成绩：

-“诺米”12-056
冠军 波提尔全国  13135羽 2013年

-“伊娃” 16-758 （K49）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
鸽王9位
6次全国前100位

-“伊娃全兄弟”885-16子代成绩：

“萨莎”（K50）
2018-2019赛季比利时亚精顿国家赛最佳赛鸽
(3场比赛综评）
冠军 全国大区 波治 1885羽

全姐妹 

29



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阿努克”&“内罗”家族 - “内罗”全姐妹

父亲：
BE13-3138176“里戈韦托”
全姐妹“娜塔莉亚”子代成绩：
“小李”获拉索特年全国4位 

祖父：
NL11-1742470“爆炸号”
平辈超级种雌“蒂内克”获贝洛尼19276羽冠军
同母半兄弟“奥林匹克飓风号”获奥林匹克鸽王季军
“巨人号（阿波罗直子）×神话号”作出
威廉.迪布恩原舍

外祖父：
BE08-6339521“安娜直子”
凡戴克“所向无敌”外孙/双重近亲

祖母：
BE11-6244601“吉普赛” 
“帅气号”外孙女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外祖母：
NL09-1425583“起点号全姐妹”

母亲：
BE11-3088148“艾米莉亚”
30位 查特路 全国 15902羽
季军 丰特奈 全省 7588羽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BE15-3058337*♂♂

内罗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2015年
全场12308羽最高分速
77位 丰特奈 2015年 全省   9536羽 
85位 贡比涅  2015年 全省 12885羽 

-“杰西” 16-792 （K13）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
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
成鸽鸽王冠军（3场国家赛综评）

-“史戴菲”16-791 成绩：
22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8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856羽  2018年

-“艾米”16-703 成绩：
11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2017年
33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712羽  2016年

“内罗”子代成绩：
-“乔普” 19-719 成绩：
44位  波治全国  8424羽  2020年

-“杰西全兄弟” 18-124 （K115）成绩：
7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2019年
11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2020年

-“莉安甜”20-065 （K75）成绩：
冠军  联盟 克莱蒙特  552羽  2021年
19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703羽  2020年

-“杰西全姐妹”19-720 （K15）成绩：
5位  波治 全国大区  591羽
38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567羽

* 表示非拍卖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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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 “内罗”全姐妹 “阿努克”&“内罗”家族 - “内罗”全姐妹

BE19-3007765BE19-3007703

内罗全姐妹1 内罗全姐妹2

K.35 K.33

♀♀ ♀♀

父亲：
BE13-3138176“里戈韦托”

祖父：
NL11-1742470“爆炸号”
平辈超级种雌“蒂内克”获贝洛尼19276羽冠军
同母半兄弟“奥林匹克飓风号”获奥林匹克鸽王季军
“巨人号（阿波罗直子）×神话号”作出
威廉.迪布恩原舍

外祖父：
BE08-6339521“安娜直子”

祖母：
BE11-6244601“吉普赛” 
“帅气号”外孙女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外祖母：
NL09-1425583“起点号全姐妹”

母亲：
BE11-3088148“艾米莉亚”
30位 查特路 全国 15902羽
子代 “露卡”
获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 + 4位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全平辈成绩：
-“内罗”15-337 成绩：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内罗全姐妹”16-712 成绩：  
冠军 联盟 + 4位 布洛尼 全省 6428羽   
-“内罗全兄弟”16-713 成绩：  
44位  查特路 全国  26243羽
-“内罗全姐妹”19-798 成绩：
季军  布鲁瓦 联省  3898羽

半平辈成绩：
- “露卡”15-433 成绩：   
冠军 + 4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9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6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4位  克莱蒙特 全省 3771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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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 “内罗”子代

BE16-3103799

内罗近亲

K.34

♂♂

父亲：
BE15-3058337“内罗”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父亲：
BE15-3058337“内罗”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祖父：
BE13-3138176“里戈韦托”
“娜塔莉亚”同窝兄弟

祖父：
BE13-3138176“里戈韦托”
“娜塔莉亚”同窝兄弟

外祖父：
NL11-1742472“年轻阿波罗” 
直女“亚历克西娅”获拉索特年全国4161羽亚军
威廉.迪布恩原舍
“阿波罗×罗莎琳达”作出

外祖父：
NL11-1742477“小阿波罗”
威廉.迪布恩原舍
“阿波罗直子X堂娜”

祖母：
BE11-3088148“艾米莉亚”
30位 查特路 全国 15902羽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祖母：
BE11-3088148“艾米莉亚”
30位 查特路 全国 15902羽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外祖母：
BE13-3138175“娜塔莉亚”
同窝兄弟“里戈韦托”

外祖母：
BE11-6244622“帅气号”直女
瑞克.贺尔曼原舍
直女“伊娃”、 
“亚历克西娅”

母亲：
BE14-3034163“小李”
4位 拉索特年 全国 6203羽

母亲：
BE15-3058339“玛尔瓦”
冠军 全国大区 查特路
亚军 全省 克莱蒙特 6063羽
半姐妹“伊娃”、“亚历克西娅”

半平辈成绩：
“杰西”16-792 （K13）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819羽  2018年

4位  亚精顿 全国  11838羽  2018年

冠军  查特路I 全国大区  1856羽  2018年

21位  查特路II 全国  8634羽  2018年

61位  波治 全国  20397羽  2017年 

-----------------------------------------------

“史戴菲”, “艾米”, “乔普”, 

“杰西全兄弟”, “莉安甜”

BE18-3008051

内罗直女

K.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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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BE11-6244606“大时代”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凡戴克“所向无敌”近亲

祖父：
“一岁眼（雅典娜全兄弟）”
NL09-1425512
全姐妹“雅典娜”成绩：
12位 拉索特年 全国 17017羽
12位 盖雷 全国 13885羽
“雅典娜”子代“耐克”
冠军 波治 全国 28078羽 2016年
“雅典娜”孙代“卡基”
冠军 伊苏丹 全国 11465羽
8位 波治 全国 17969羽

外祖父：
NL06-1071841“塞尔吉奥” 
同母半姐妹“奥林匹克安妮塔”

祖母：
BE08-6297304“小叮当”
冠军 波治 831羽

外祖母：
NL06-1071789“米妮瑞瓦” 
2004年荷兰NPO全国鸽王4位

母亲：
NL11-1742824“泡泡号”
威廉.迪布恩原舍BE12-3142054*

阿努克

4位  波提尔全国  全国   13135羽
冠军  杜尔斯  联盟        418羽
9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4107羽
7位  杜尔斯  全省     6400羽 
12位  丰特奈 全省     4802羽 
18位  丰特奈 全省     5268羽 
11位  杜尔斯  全省     2297羽 
27位  杜尔斯  全省     5967羽 
41位  布鲁瓦  全省     5645羽 
69位  拉索特年 全国   11236羽 
70位  丰特奈 全省     7568羽

基础种雌

♀♀

“阿努克”&“内罗”家族

* 表示非拍卖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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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
NL06-1071841“塞尔吉奥” 
同母半姐妹“奥林匹克安妮塔”

外祖母：
NL06-1071789“米妮瑞瓦” 
2004年荷兰NPO全国鸽王4位

“ 阿 努 克 ” 部 分 育 种 记 录

“阿努克”子代成绩：
-“杰西” 16-792 （K13）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艾琳” 15-350
亚军  丰特奈 全省  6323羽
季军  丰特奈 全省  5409羽
-“史戴菲”16-791
22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8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856羽
-“艾米”16-703
11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33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712羽
-“杰西全兄弟” 18-124 （K115）
7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2019年
11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2020年
-“艾尔茜” 18-198 （K104）
98位  利蒙治 全国  10738羽
35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567羽
-“乔普”19-719
亚军  波治 全国大区  591羽
44位  波治 全国   8424羽 2020年
-“杰西全揭秘” 19-720 （K15）
5位  波治 全国大区  591羽
38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567羽
-“漂亮阿努克” 18-017 （K99）
冠军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80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乔莉安” 18-018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3羽
-“钢眼雌” 16-582 （K18）
子代“弗拉基米尔”获亚精顿全国大区亚军 + 季军、
蒙托瓦全省8位，等
子代 “巴斯”获蓬图瓦兹全省15位、亚精顿全国大区 
19位 + 34位，等

“阿努克”孙代成绩：
-“阿珊娜” 16-780 （K37）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5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大中距离全国鸽王冠军
(7场国家赛综评）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大中距离全国鸽王冠军
(6场国家赛综评）
-“吉莉娅” 18-016 （K97）
7位  亚精顿 全国  22826羽 （全国大区冠军）
8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2184羽
-“艾莉丝” 19-826
冠军  布鲁瓦 联省  3898羽
19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725羽
-“阿尔苏菲” 19-827 （K14）
亚军  布鲁瓦 联省  3898羽
亚军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诺米直女”（K100）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71羽
-“朱克” 20-004 （K3）
亚军  伊苏丹 全国大区  941羽
-“弗拉基米尔” 20-060 （K19）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04羽
季军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蒂姆” （18-185）
5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13位  利蒙治 全国大区  927羽

“阿努克”平辈成绩：
-“阿诺”16-745 （K64）
10位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37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21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712羽
- “法兰克”14-102 （K67）
亚军  杜尔斯 全省  2463羽
49位  利蒙治 全国  13493羽
55位  贾纳克 全国  4559羽
-“蒂娜”（12-137）
23位  拉索特年 全国 11236羽
29位  波提尔 全国  12379羽
10位  丰特奈 全省  7568羽
-“10号” （20-110）
亚军  蓬图瓦兹 全省  1703羽
季军  蓬图瓦兹 全省  3072羽

“阿努克”半平辈成绩:
-“利奥妮” 15-435 （K73）
冠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16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4位  查特路 全国  29591羽
40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93位  亚精顿 全国  12449羽
-“雅各布斯” （15-436）
直女 “闪电雌” （K74）
-“蕾哈娜之父” （15-218）
直女“蕾哈娜”成绩： 
季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8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伊万卡之母” （15-204）
“伊万卡”获亚精顿全省2714羽冠军 
-“蕾哈娜之母” （15-203）
直女“蕾哈娜”成绩： 
季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阿努克”曾孙代成绩：
-“费姆” 20-053
冠军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冠军  蓬图瓦兹 全省  3013羽
-“路易斯.莱昂” 19-735 （K38）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96羽
5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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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BE16-3103745♂♂

阿诺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804羽  2018年
10位  全国  11823羽
8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602羽  2018年
37位  全国 8640羽
7位  蓬图瓦兹 地区  4896羽  2016年
21位  全省   10712羽

-“费姆” 20-053成绩：
冠军  蓬图瓦兹 全省   3013羽 
冠军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迪克” 20-036成绩：
季军  蓬图瓦兹 全省   1703羽 
20位  蓬图瓦兹 全省   3072羽 
-“玛农” 19-709成绩：
5位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14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2184羽 

-“蒂娜”12-137成绩：
23位  拉索特年 全国 11236羽
29位  波提尔 全国  12379羽
10位  丰特奈全省 7568羽
-“法兰克” 14-102 （K67）成绩：
亚军  全省 杜尔斯  2463羽
49位  利蒙治全国  13493羽
55位  全国 贾纳克  4559羽

“阿诺”子代成绩： “阿诺”全平辈成绩：

K.64

-“利奥妮” 15-435 （K73）
冠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16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4位  查特路 全国  29591羽
40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93位  亚精顿 全国  12449羽

“阿诺”半平辈成绩：
- “蕾哈娜之父” （15-218） 和
“蕾哈娜之母” （15-203）育种：
直女“蕾哈娜”成绩： 
季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8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父亲：
BE11-6244606“大时代”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凡戴克“所向无敌”近亲

祖父：
“一岁眼（雅典娜全兄弟）”
NL09-1425512
全姐妹“雅典娜”成绩：
12位 拉索特年 全国17017羽
12位 盖雷 全国 13885羽
“雅典娜”子代“耐克”
冠军 波治 全国 28078羽 2016年
“雅典娜”孙代“卡基”
冠军 伊苏丹 全国 11465羽
8位 波治 全国 17969羽

外祖父：
NL06-1071841“塞尔吉奥” 
同母半姐妹“奥林匹克安妮塔”

祖母：
BE08-6297304“小叮当”
冠军 波治 831羽

外祖母：
NL06-1071789“米妮瑞瓦” 
2004年荷兰NPO全国鸽王4位

母亲：
NL11-1742824“泡泡号”
威廉.迪布恩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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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父亲：
BE15-3058337“内罗” 
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 9760羽 2015年
-全场12306羽最高分速

母亲：
B12-3142054“阿努克”
4位 波提尔全国 13135羽
基础种雌

BE16-3103792♀♀

杰西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3场国家赛综评）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季军（6场国家赛综评）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5位（5场国家赛综评）
2018年2次夺得全国大区冠军!

“阿诺”全平辈成绩：

K.13

-“艾莉丝”19-826成绩：
冠军  布鲁瓦 联省  3898羽 
19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725羽 
-“阿尔苏菲” 19-827 （K14）成绩：
亚军  布鲁瓦 联省  3898羽 
亚军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46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567羽 
76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725羽 
-“方斯”19-732成绩：
季军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53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725羽
-“玛丽亚”18-030成绩：
9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比约恩” 20-062 （K17）成绩：
10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04羽 
23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13羽 
38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469羽 

-“费姆”20-053成绩：
冠军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冠军  蓬图瓦兹 地区   3013羽 
-“雅娜” 21-033 （K34）成绩：
亚军  蓬图瓦兹 联盟  462羽 
19位  地区   5309羽 
5位  蒙托瓦 联盟      535羽 
67位  全省   3334羽 

“杰西”子代成绩： “杰西”孙代成绩：

“杰西”本身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804羽   2018年
4位  全国   11823羽 
冠军  查特路I  全国大区 1856羽  2018年
58位  全国 18799羽 
4位  查特路II  全国大区 602羽  2018年
21位  全国 8640羽 
13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330羽  2017年
61位  全国 20397羽 
15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010羽   2017年
100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431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5位  布洛尼 全省 6428羽   2016年
亚军  克莱蒙特 地区 2824羽   2017年
10位   全省 7364羽 
30位  克莱蒙特 全省 13358羽   2018年
5位  克莱蒙特 地区 3771羽   2017年

- “蕾哈娜之父” （15-218） 和
“蕾哈娜之母” （15-203）育种：
直女“蕾哈娜”成绩： 
季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8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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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军  布鲁瓦  联省  3898羽 
亚军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46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567羽 
76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725羽 

BE19-3007827♀♀

阿尔苏菲

父亲：
BE13-3138155“卡梅隆半兄弟” 
同父半姐妹“卡梅隆”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2019年

母亲：
BE16-3103792“杰西”（K13）

“阿努克”&“内罗”家族 - “杰西”子代

K.14

10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04羽 
23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13羽 
38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469羽 
11位  布鲁瓦  联盟      447羽 

BE20-3020062♂♂

比约恩

父亲：
BE18-3008185“蒂姆”
5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母亲：
BE16-3103792“杰西”（K13）

K.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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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 “杰西”子代 “阿努克”&“内罗”家族 - “杰西”全平辈

父亲：
BE15-3058337“内罗” 
冠军 拉索特年全国 2015年 9760羽
-全场12306羽最高分速

母亲：
B12-3142054“阿努克”
4位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基础种雌

BE16-3133582

钢眼雌

K.18
♀♀

子代成绩：
“弗拉基米尔” 20-060 （K19）成绩：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04羽 
 8位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15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季军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冠军  布鲁瓦  联盟       447羽 
“巴斯” 19-740 （K21） 成绩：
 15位  蓬图瓦兹 全省   4430羽 
 19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96羽 
 17位  布鲁瓦  联盟      569羽 
 34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3羽 
“吉斯” 21-076 （K141）成绩：
 82位 蓬图瓦兹 地区  5309羽 

BE18-3008124♂♂

杰西全兄弟

K.115

7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全国   22826羽 193位
11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17位 蒙吕松 全国大区 439羽 
26位 克莱蒙特 联盟 1394羽 

子代成绩：
“维克多” 20-011 （K122）成绩：
 17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703羽 
 27位  蓬图瓦兹 全省  3072羽 
 59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394羽 
“单羽号”19-711 （K91）成绩：
 9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725羽 
 11位  克莱蒙特 联盟     532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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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BE16-3103780♀♀

阿珊娜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5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7场国家赛综评）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6场国家赛综评）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亚军（5场国家赛综评）

K.37

-“路易斯.莱昂” 19-735 （K38）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96羽 

18位  全国  23258羽 

5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子代“莎姆” 21-029 （K148）成绩：

7位  克莱蒙特 地区    3508羽 

-“ 阿克塞尔” 20-050成绩：

31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32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469羽 

25位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42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阿珊娜”子代成绩：

“阿珊娜”本身成绩：
亚军  查特路I  全国大区     1856羽   2018年
59位  全国   18799羽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430羽   2018年
42位 全国     5782羽 
40位  查特路II   全国     8640羽  2018年
63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亚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880羽  2016年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010羽  2017年
10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95羽  2017年
16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2017年
16位  布鲁瓦    联盟        760羽  2016年
15位  克莱蒙特  地区    4011羽  2017年 
83位  克莱蒙特  全省   13358羽  2018年 

父亲：
BE14-3034026“阿珊娜之父”
全兄弟“里戈韦托”育种：
子代“内罗”成绩：
2015年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祖父：
NL11-1742470“爆炸号”
同母半兄弟“奥林匹克飓风号”获奥林匹克鸽王季军
“巨人号（阿波罗直子）×神话号”作出
威廉.迪布恩原舍

外祖父：
BE13-3138104“诺米半兄弟”
父亲“阿卡波可”作育子代：“诺米”、“伊娃”
“阿卡波可”同父半兄弟“蜘蛛侠”作育子代：“卡梅隆”

祖母：
BE11-6244601“吉普赛”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帅气号”外孙女

外祖母：
BE12-3142054“阿努克”
4位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基础种雌

母亲：
BE15-3058350“阿努克 350”
亚军 丰特奈 全省 6325羽 
季军 丰特奈 全省 5409羽 
15位 杜尔斯 全省 4115羽 
20位 丰特奈 全省 8194羽

-“漂亮阿珊娜” 19-940 （K68）成绩：

子代“索尼” 21-085 （K133）成绩：

冠军  蓬图瓦兹 联盟 456羽 

40位  全省  10606羽 

12位  蓬图瓦兹 联盟 462羽 

88位  地区    5309羽 

-“阿珊娜直女2” 20-706 （K125）成绩：

子代“雅娜” 21-033 （K134）成绩：

亚军  蓬图瓦兹 联盟 462羽 

19位  全省    5309羽 

5位  蒙托瓦 联盟       533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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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BE19-3007735♂♂

路易斯.莱昂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96羽  2019年 
18位  全国   23258羽 
5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2020年 

“路易斯.莱昂”子代成绩：
-“莎姆” 21-029 （K148）
7位  克莱蒙特 地区     3508羽 

K.38

父亲：
BE16-3103742“伊伦” （K1）
全姐妹 “卡梅隆”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 全国 9661羽

祖父：
NL11-1742464“蜘蛛侠” （K169赠鸽）
威廉.迪布恩原舍
NL11-1742464
半平辈“卡龙”成绩：
冠军 南图 17186羽
亚军 NPO波治 13592羽
“杰洛×灰火焰”作出

外祖父：
BE14-3034026“阿珊娜之父”
全兄弟“里戈韦托”子代“内罗”成绩：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祖母：
NL09-1191334“玛莉安妮”（K169赠鸽）
威廉.迪布恩原舍
母亲“黛丝”成绩：
冠军 NPO波治 12905羽

外祖母：
BE15-3058350“阿努克350”
“阿卡波可（‘蜘蛛侠’半兄弟）×
阿努克”作出

母亲：
BE16-3103780“阿珊娜” （K 37）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鸽王5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
(6场及7场国家赛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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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20-3020232

漂亮阿珊娜小姐

K.39

♀♀

父亲：
“卡梅隆直子2” （K61）
BE19-3126059

父亲：
BE14-3034026“阿珊娜之父”
全兄弟“里戈韦托”子代“内罗”
成绩：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2015年

祖父：
BE18-3008017“漂亮阿努克” （K99）
冠军 全国大区 波治 2020年
“宝利多×阿努克”作出

祖父：
NL11-1742470“爆炸号”
威廉.迪布恩原舍
同母半兄弟“奥林匹克飓风号”获奥林匹克鸽王季军

外祖父：
BE14-3034026“阿珊娜之父”
全兄弟“里戈韦托”子代“内罗”成绩：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外祖父：
BE15-3058337“内罗”
冠军 拉索特年 全国 9760羽  

祖母：
BE17-3070024“卡梅隆”
冠军 亚精顿全国 15235羽
冠军 利蒙治全国 9661羽
“蜘蛛侠×玛莉安妮”作出

祖母：
BE11-6244601“吉普赛”
“帅气号”外孙女
瑞克.贺尔曼

外祖母：
BE15-3058350“阿努克350”
“诺米半兄弟×阿努克”作出

外祖母：
BE12-3142054“阿努克”
4位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基础种雌

母亲：
BE16-3103780“阿珊娜” (K37）
比利时KBDB全国鸽王5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
(6场及7场国家赛综评）

母亲：
BE16-3103792“杰西” （K13）
KBDB全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BE19-3007906

阿珊娜半兄弟

K.41

♂♂

“阿努克”&“内罗”家族 -“阿珊娜”直女&半兄弟

全姐妹19-937育种：
子代“费姆” 20-053成绩：
冠军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2021年
冠军  蓬图瓦兹 全省  3013羽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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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阿珊娜”直女&半兄弟 “阿努克”&“内罗”家族

BE15-3058435♀♀

利奥妮

-“莉安甜” 20-065 （K75）成绩：
冠军  克莱蒙特 联盟      552羽 
亚军  成鸽及一岁鸽      907羽 
19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约兰达” 21-022 （K135）成绩：
冠军  蓬图瓦兹 联盟      462羽
12位   地区   5309羽 

-直女 “蕾哈娜”16-852成绩：
季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8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阿努克”12-054成绩：
4位  波提尔全国  13135羽  2013年 
“阿努克”直女“杰西”成绩：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3场国家赛综评）
“阿努克”外孙女 “阿珊娜”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5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7场国家赛综评）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6场国家赛综评）
“阿诺” （K64）成绩：
10位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37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21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712羽
子代“费姆”成绩：
2次全省冠军
“法兰克” （K67）成绩：
亚军  杜尔斯 全省  2463羽

“利奥妮”子代 “利奥妮”全兄弟“弗鲁姆 218”
15-218育种：

“利奥妮”半平辈

“利奥妮”同窝兄弟
“雅各布斯”15-436育种：

父亲：
“奥林匹克弗鲁姆近亲”
NL14-1068231
威廉.迪布恩原舍

祖父：
NL11-1742433“奥林匹克弗鲁姆”
2013年尼特拉奥林匹克荷兰鸽王冠军
“奥林匹克飓风号×奥林匹克莎伦”作出

外祖父：
NL06-1071841“塞尔吉奥”
“诺维拉雄×美洲鸵”作出

祖母：
NL09-1201894“奥林匹克莎伦”
2011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鸽王亚军
“奥林匹克弗鲁姆”之母

外祖母：
NL04-2055295“米妮瑞瓦”
2004年荷兰NPO全国鸽王4位

母亲：
“泡泡号”
NL11-1742824
威廉.迪布恩原舍
“阿努克”之母

K.73

16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24位  查特路 全国   29591羽   2016年
40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93位  亚精顿II 全国   12449羽   2016年
冠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2018年
21位  克莱蒙特 全省   12117羽  2017年 
24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663羽   2017年
84位  亚精顿I 全国大区  1464羽  2016年 
244位  查特路 全国  20036羽   2017年
289位  利蒙治  全国  9149羽   2017年

-子代“闪电雌” 18-112 （K74）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324羽 
冠军  丰特奈  联盟      362羽 
6位  全省   3904羽 
5位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78位  全国   5294羽 
15位  蒙吕松 全国大区 439羽 
28位  伊苏丹  全国大区 709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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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20-3020065

莉安甜

K.75

♀♀ ♀♀

父亲：
BE15-3058337“内罗” 
2015年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父亲：
BE19-3126055“卡梅隆直子1” （K25）
“内罗（拉索特年国家赛9760羽冠军）
×卡梅隆（亚精顿利蒙治国家赛双冠得主）”作出

母亲：
BE15-3058435“利奥妮” （K73） 母亲：

BE15-3058435“利奥妮” （K73）

BE21-3015022

约兰达

K.135

“阿努克”&“内罗”家族 - “利奥妮”直女

冠军  蓬图瓦兹  联盟 462羽 
12位  地区 5309羽 

冠军  克莱蒙特  联盟  552羽 
亚军  成鸽组  907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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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 “利奥妮”直女 “阿努克”&“内罗”家族

BE18-3008017♂♂

漂亮阿努克

冠军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41位  全国     5294羽 
15位  查特顿 联盟   670羽
84位  全省   5624羽 
80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30位 利蒙治 全国大区 927羽 
221位 全国 10738羽 

K.99

父亲：
BE16-3103715“宝利多”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95羽 
季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880羽 
5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45羽 

祖父：
BE13-3138155“卡梅隆半兄弟”
直女“艾莉丝”和“阿尔苏菲”成绩：冠军 + 亚军 联省 布鲁瓦 3898羽
“蜘蛛侠×奥林匹克飓风号半姐妹”作出

外祖父：
BE11-6244606“大时代”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凡戴克“所向无敌”近亲

祖母：
BE14-3149319“亚历克西娅”半姐妹
“阿波罗（‘亚历克西娅’之父）×
诺米（2013年波提尔全国13135羽冠军）”   

外祖母：
NL11-1742824“泡泡号”
威廉.迪布恩原舍
“塞尔吉奥×米妮瑞瓦”作出

母亲：
BE12-3142054“阿努克”
4位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2013年
直女“杰西”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外孙女基础种雌 “阿珊娜” 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5位

“漂亮阿努克”子代成绩：

“漂亮阿努克”半平辈

“漂亮阿努克”同窝

-“诺米直女” 19-823 （K100）成绩：
冠军  亚精顿    联盟 530羽 
亚军  全国大区 1671羽
-“阿克塞尔” 20-050成绩：
32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469羽 
31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47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25位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年轻玛尔戈” 21-052 （K136）成绩：
36位  蓬图瓦兹   地区    5309羽 
98位  克莱蒙特   地区    3508羽 
65位  蒙托瓦   地区    1299羽 

-“卡梅隆直子2”19-059 （K61）
-“漂亮卡梅隆”19-060 （K85）

-“杰西” 16-792 （K13）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艾琳” 15-350 成绩：
亚军  全省 丰特奈 6323羽
季军  全省 丰特奈 5409羽 
直女“阿珊娜”获KBDB全国鸽王8位
-“史戴菲” 16-791成绩：
22位  波治全国  20284羽
8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  1856羽
-“艾米” 16-703成绩：
11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33位  蓬图瓦兹全省  10712羽
-“杰西全兄弟” 18-124 （K115）成绩：
7位  全国大区 亚精顿  1462羽
11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艾尔茜” 18-198 （K104）成绩：
98位  利蒙治 全国  10738羽
35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567羽
优秀种雌，本身高级育种记录
-“乔普”19-719成绩：
亚军   波治 全国大区  591羽
44位  波治 全国  8424羽

-“乔莉安” （18-018）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3羽 
14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082羽 
54位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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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BE18-3008016♀♀

吉莉娅

K.97

-“朱克” 20-004 （K3）成绩：
亚军  伊苏丹 全国大区 941羽  2021年 
48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2020年 

“吉莉娅”半平辈成绩：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2019年  
7位  全国   22826羽 
8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2184羽  2021年
5位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640羽  2021年
27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945羽  2021年
44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01羽  2019年 
308位  利蒙治  全国     10738羽  2019年
93位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2021年
21位  克莱蒙特 全省        4285羽   2019年
季军  克莱蒙特 联盟 907羽 2021年 

父亲：
BE17-3070162“绝对先锋号直孙”
祖父“绝对先锋号”成绩：
冠军 查特路 全国 25126羽 2016年
-全场54717羽最高分速

祖父：
BE16-3141367
“绝对先锋号（查特路全国冠军）×
威廉敏娜（波提尔全国冠军）”作出 

外祖父：
BE14-3111835“绝对先锋号”
冠军 查特路 全国 25126羽 2016年
-全场54717羽最高分速
（迪科夫.吉伯特使翔）

祖母：
BE13-3138081“亚历克西娅”
 亚军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9位 波提尔全国 全国 14094羽
 9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外祖母：
BE12-3142054“阿努克”
4位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2013年
直女“杰西”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母亲：
BE16-3141345“比琳达” （K98）
本身作育子代：“朱克” 和 “蒂姆”等

-“蒂姆”18-185成绩
5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2019年
13位  利蒙治 全国大区 927羽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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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祖父：
BE14-3111835“绝对先锋号”
冠军 查特路 全国 25126羽 2016年
-全场54717羽最高分速
（迪科夫.吉伯特使翔）

外祖母：
BE12-3142054“阿努克”
4位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2013年
直女“杰西”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阿努克”&“内罗”家族

BE16-3141345

比琳达

K.98

父亲：
BE14-3111835“绝对先锋号”
冠军 查特路 全国 25126羽 2016年
-全场54717羽最高分速
（迪科夫.吉伯特使翔）

祖父：
BE08-3118788
“小迪迪（倚天.迪沃斯）×
凡布利安娜 （盖瑞.范登伯格）”

外祖父：
BE11-6244606“大时代”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凡戴克“所向无敌”近亲

祖母：
BE09-3033303
“小迪迪（倚天.迪沃斯）×
凡布利安娜 （盖瑞.范登伯格）”

外祖母：
NL11-1742824“泡泡号”
威廉.迪布恩原舍
“塞尔吉奥×米妮瑞瓦”作出

母亲：
BE12-3142054“阿努克”
4位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2013年
直女“杰西”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3场国家赛综评）
外孙女基础种雌 “阿珊娜” 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5位
2项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6场和7场国家赛综评）

“比琳达”子代成绩：

-“吉莉娅” 18-016 （K97）
冠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2019年 
7位  全国   22826羽 
8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2184羽  2021年 
5位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640羽  2021年 
21位  克莱蒙特 全省  4285羽  2019年

-“蒂姆”18-185成绩：
 5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2019年
173位  全国   22826羽 
 13位  利蒙治  全国大区  927羽  2019年
118位  全国   10738羽 

-“朱克” 20-004 （K3）成绩：
亚军  伊苏丹  全国大区  941羽   2021年
48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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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BE18-3008198♀♀

艾尔茜

K.104

-“科亚诺” 20-006 （K107）成绩：
 58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469羽  2021年
 57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648羽  2021年
 68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04羽  2021年

- “凯莎” 20-056 （K106）成绩：
 8位  拉索特年  全国大区 914羽  2021年
14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2020年 
 19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599羽  2021年
 21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2020年

- “齐诺” 20-005 （K105）成绩：
10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469羽   2021年 
5位  布洛尼   地区    848羽  2021年 
29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2020年
93位  蒙托瓦   全省   1358羽   2021年

-“孟斐丝” 20-055 （K108）成绩：
35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703羽  2020年  
52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469羽   2021年

-“杰西” 16-792 （K13）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艾琳” 15-350 成绩： 
亚军  全省 丰特奈 6323羽
季军  全省 丰特奈 5409羽 
直女“阿珊娜”获KBDB全国鸽王8位  阿珊娜
-“史戴菲” 16-791成绩： 
22位  波治全国  20284羽
8位  查特路全国大区  1856羽
-“艾米” 16-703成绩： 
11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33位  蓬图瓦兹全省  10712羽
-“杰西全兄弟” 18-124 （K115）成绩：
7位  全国大区 亚精顿  1462羽
11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乔莉安” 18-018成绩：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3羽 
- “乔普” 19-719成绩： 
亚军  全国大区 波治  591羽
44位  波治全国  8424羽
-“杰西全姐妹” 19-720 （K15）成绩：
5位  全国大区 波治  591羽
- “钢眼雌” 16-582 （Koop 18）育种：  
子代 “弗拉基米尔”成绩：
亚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艾尔茜”子代成绩

“艾尔茜”半平辈成绩

29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462羽 
10位  利蒙治 全国大区 927羽 
97位  全国   10738羽 
35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567羽 

父亲：
BE14-4240510“漂亮510”
4位 莱邦纳 全国 3927羽
41位 卡奥尔 全国 6164羽
67位 莱邦纳 全国 5890羽
11位 查特路 全省 3894羽
狄史麦特-瑞斯帝安 

祖父：
BE08-4000195“漩涡号”
“杰夫克.范莫蒂尔”直子
 2000年卡奥尔全国冠军（凡德姆-波达特）

外祖父：
BE11-6244606“大时代”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凡戴克“所向无敌”近亲

祖母：   
NL08-1676445“灰索司东号”直女
（恩斯特）
“2015年KBDB全国鸽王15位”之母

外祖母：
NL11-1742824“泡泡号”
威廉.迪布恩原舍
“塞尔吉奥×
米妮瑞瓦”作出

母亲：
BE12-3142054“阿努克”
4位 波提尔 全国 13135羽 2013年
直女“杰西”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外孙女基础种雌 “阿珊娜” 成绩：阿珊娜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5位
2项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鸽王冠军
(6场和7场国家赛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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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
BE11-6244606“大时代”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凡戴克“所向无敌”近亲

“阿努克”&“内罗”家族 - 镇舍种雌“阿努克”全姐妹

父亲：
BE11-6244606“大时代”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凡戴克“所向无敌”近亲

母亲：
NL11-1742824“泡泡号”
威廉.迪布恩原舍

BE19-3007841

桑妮

K.116
♀♀

6位  蒙托瓦 全省   3446羽 
7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71羽 
31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082羽 
76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96羽 
78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3羽 
93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725羽 
91位  克莱蒙特 联盟   1394羽 

BE19-3007884

卡米尔

K.103

13位  蓬图瓦兹  地区  1082羽 
58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671羽 

♀♀

“阿努克”成绩：
4位  波提尔全国  全国   13135羽
冠军  杜尔斯  联盟        418羽
9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4107羽
7位  杜尔斯  全省     6400羽 
12位  丰特奈 全省     4802羽 
18位  丰特奈 全省     5268羽 
11位  杜尔斯  全省     2297羽 
27位  杜尔斯  全省     5967羽 
41位  布鲁瓦  全省    5645羽 
69位  拉索特年 全国   11236羽 
70位  丰特奈 全省     7568羽 

“阿努克”子代成绩：
-“杰西” 16-792 （K13）成绩：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8位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大中距离成鸽鸽王冠军
(3场国家赛综评）
-“艾琳” 15-350成绩： 
亚军  全省 丰特奈 6323羽
季军  全省 丰特奈 5409羽
-“史戴菲”16-791成绩： 
22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8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856羽

-“艾米” 16-703成绩：  
11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33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712羽
-“杰西全兄弟” 18-124 （K115）成绩：
7位  全国大区 亚精顿  1462羽  2019年
11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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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 “玛尔戈”&“闪电雌”母女

BE18-3008112♀♀
K.74

冠军  亚精顿 联盟  300羽  2020年 
冠军  全国大区  1324羽 
冠军  丰特奈 联盟  362羽  2020年
6位  全省   3904羽 
5位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2020年 
78位  全国   5294羽 
15位  蒙吕松 全国大区  439羽  2019年 
28位  伊苏丹 全国大区  709羽  2020年  

父亲：
“雅各布斯”  
同窝姐妹“利奥妮”（K73）成绩：
16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24位 查特路 全国  29591羽  2016年
40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93位 亚精顿II 全国  12449羽  2016年
冠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2018年
“阿努克”半兄弟

祖父：
“奥林匹克弗鲁姆近亲” （弗鲁姆回血近亲）
NL14-1068231
威廉.迪布恩原舍
“奥林匹克弗鲁姆×奥林匹克莎伦”（直子×母亲）作出 

祖父：
BE06-6302494“斯文”
“超级481”直子
约瑟夫.葛瓦斯

外祖父：
NL00-2463652“诺维拉雄”
基础种鸽
威廉.迪布恩

外祖父：
BE11-6244612“斯文直子”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斯文×玛蒂”作出

祖母：
NL11-1742824“泡泡号”
本身作育子代：“阿努克”、“阿诺”、
“法兰克” 、 “蒂娜”，等 
威廉.迪布恩原舍
“塞尔吉奥（‘诺维拉雄’直子）×米妮瑞瓦”作出

祖母：
BE05-6338472“玛蒂”
冠军 杜尔丹 1004羽

外祖母：
NL04-2055049“拉蒙娜”
“奥林匹克宙斯号”直女

外祖母：
NL11-1742491“布莱恩雌”
威廉.迪布恩原舍
“诺维拉雄×拉蒙娜”

母亲：
BE12-3142052“玛尔戈”
5位 亚精顿 全国 9228羽 
7位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季军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43位 蒙吕松 全国 14230羽 
44位 亚精顿 全国 25949羽 
97位 拉索特年 全国 11236羽 

闪电雌

♀♀

父亲：
BE11-6244612“斯文直子”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母亲：
NL11-1742491“布莱恩雌”
威廉.迪布恩原舍

BE12-3142052*

玛尔戈
5位  亚精顿 全国    9228羽 
7位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季军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43位  蒙吕松 全国  14230羽 
44位  亚精顿 全国  25949羽 
97位  拉索特年 全国  11236羽 
6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9羽 
17位  杜尔斯  全省    4113羽 

直女

*表示非拍卖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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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
BE15-3149218“利奥妮全兄弟”
全姐妹“利奥妮” （K73）“利奥妮”
半姐妹基础种雌“阿努克”

祖母：
NL11-1742491“布莱恩雌”威廉.迪布恩原舍
直女顶级雌鸽“玛尔戈”
“诺维拉雄×拉蒙娜”作出

外祖母：
BE15-3149203“阿努克半姐妹”
半姐妹基础种雌“阿努克”
“大时代（‘阿努克’之父）×吉普赛（‘内罗’祖母）”  

父亲：
BE15-3058357“幸运男孩”
半姐妹顶级雌鸽“玛尔戈”
半兄弟“里戈韦托”育种：
直子“内罗”获2015年拉索特年
全国冠军

父亲：
BE15-3149218 “利奥妮全兄弟”
全姐妹超级雌鸽“利奥妮”（K73）  
半姐妹基础种雌“阿努克”

母亲：
BE16-3103852“蕾哈娜”
季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8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母亲：
BE15-3149203“阿努克半姐妹”
半姐妹基础种雌 “阿努克”

母亲

“阿努克”&“内罗”家族 - “蕾哈娜”直女

BE19-3007954

蕾哈娜直女

K.130
♀♀

“蕾哈娜直女” （K130）子代：
- “索尼” 21-085 （K133）成绩：
冠军  蓬图瓦兹  联盟 456羽 
40位  全省 10606羽 
12位  蓬图瓦兹 联盟 462羽 
88位 地区 5309羽 

BE16-3103852*

蕾哈娜
季军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8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32位 波治 全国   20397羽 2017年 
34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2018年 
4位 克莱蒙特 全省 6144羽   2018年 

♀♀
祖父：
NL11-1742470“爆炸号”威廉.迪布恩原舍
同母半兄弟“奥林匹克飓风号”获奥林匹克鸽王季军
直孙“内罗”获2015年拉索特年全国冠军

*表示非拍卖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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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努克”&“内罗”家族

“桑妮”-“阿努克”全姐妹
BE19-3007841♀♀

K.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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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铭鸽

BE14-3034076♀♀

奥林匹克佳波

K.157

2019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2018年比利时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1位
2017年比利时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4位
2017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4场国家赛综评）
2018年比利时排行榜全国长距离鸽王4位（4场国家赛综评）
2018年E.B.全国鸽王4位

父亲：
BE13-3056187“闪电号直孙”
盖比.凡得那比原舍
半兄弟 “班吉”成绩： 
冠军 全省 亚精顿
亚军 全省 波治
季军 全省 查特路
半兄弟“辛巴”成绩：
季军 全省 亚精顿
10位 全省 查特路

祖父：
BE05-3006503“杰森”顶级种鸽/赛鸽

外祖父：
BE05-3064176“鸽王森巴”
2010年KBDB全国超长距离鸽王季军
2010年巴塞罗那国际赛25750羽总15位
2010年波品纳国际赛15756羽总57位

祖母：
NL09-1375328“哈利回血近亲”杨.胡曼斯原舍
子代“班吉”、“辛巴”，等

外祖母：
BE09-3065814“新将军全姐妹”
“新将军”成绩：
5位 卡奥尔   全国   7347羽 
7位 拿邦 全国  7174羽 

母亲：
BE12-3161995“宝丽妮”
乔治.波里原舍

2018年：冠军 利蒙治I 全国大区 1410羽 
27位  全国   15789羽 
 5位  布瑞福 全国大区 872羽 
35位  全国     9278羽 
15位  利蒙治II 全国大区 550羽 
127位  全国     7274羽 
 11位  图勒 全国大区 267羽 
48位  全国     4169羽 

2017年: 亚军 利蒙治I 全国大区 1406羽 
33位  全国 14992羽 
27位  布瑞福  全国大区 795羽 
183位  全国 9106羽 
7位  利蒙治II 全国大区 728羽 
85位  全国 9149羽 
7位  图勒 全国大区 560羽 
199位  全国 7447羽 

2016年: 6位 杜尔斯 联盟 414羽 
55位  全省 4939羽 
79位  利蒙治 全国大区 5963羽 
164位  全国 13493羽 
50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9羽 
402位  卡奥尔 全国 6164羽 

2015年: 14位 利蒙治 全国大区 1364羽 
45位  全国 6372羽 

“奥林匹克佳波”本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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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铭鸽

BE21-3015155BE20-3020209 

漂亮佳波 奥林匹克佳波直女

K.160 K.158

♀♀ ♀♀

父亲：
BE13-3138155“卡梅隆半兄弟” 
子代成绩： 
冠军+亚军 布鲁瓦 联省 3898羽 
亚军+季军+5位 全国大区 
亚军+季军+9位 蓬图瓦兹 全省

父亲：
“亚历克西娅直子” （K173）
BE20-3020236

祖父：
“蜘蛛侠”（K169 赠鸽） 
NL11-1742464

祖父：
BE13-3138155“卡梅隆半兄弟”
子代：“艾莉丝”、“玛丽亚”、 
“阿尔苏菲”、“宝利多”，等
“蜘蛛侠×巨人号同窝姐妹”作出

外祖父：
BE13-3056187“闪电号直孙” 
盖比.凡得那比原舍

外祖父：
BE13-3056187“闪电号直孙”
盖比.凡得那比原舍

祖母：
NL11-1742471“凯特” 
同窝兄弟“爆炸号”孙代： 
“内罗”&“阿珊娜”

祖母：
BE13-3138081“亚历克西娅”
亚军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9位 波提尔 全国 14094羽 
9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半姐妹“伊娃” (K49)

外祖母：
BE12-3161995“宝丽妮” 
乔治.波里原舍

外祖母：
BE12-3161995“宝丽妮”
乔治.波里原舍

母亲：
BE14-3034076 
“奥林匹克佳波”（K157） 
2019年波兹南奥林匹克长距离代表鸽

母亲：
“奥林匹克佳波”（K157）
BE14-3034076
2019年波兹南奥林匹克
长距离代表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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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铭鸽

BE16-3103710♀♀

小乔丝

K.70

冠军 蒙吕松 全国大区 2019年

父亲：
BE11-6244633“领先号”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祖父：
BE06-6212395 “领先号”
55位 全国 盖雷 10670羽
74位 亚精顿全国 14534羽

外祖父：
NL11-1742470“爆炸号”
威廉.迪布恩原舍
同母半兄弟“奥林匹克飓风号”获奥林匹克鸽王季军

祖母：
BE09-6041720“神风号”
“米妮瑞瓦”全姐妹

外祖母：
BE11-6244601“吉普赛”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雅典娜全兄弟×帅气号直女”作出

母亲：
BE13-3138175“娜塔莉亚”
同窝兄弟“里戈韦托”13-176子代成绩：
“内罗”获2015年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冠军

“小乔丝”同窝成绩： 
-“卡托”16-711成绩： 

16位  丰特奈 全省    7451羽 

11位  查特路 联省    5904羽 

5位  杜尔斯  地区   1328羽 

63位  波治 全国  20397羽 

“小乔丝”半平辈成绩： 
-“小李”14-163成绩：

4位  拉索特年 全国  6203羽 

-“布拉姆”14-054成绩：

4位  布洛尼   全省   4289羽 

-“59号”17-059成绩：

季军  贡比涅 地区    8237羽 

78位  查特路 全国    8640羽   2018年
92位  查特路 全国  26243羽  2017年 
69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712羽  2016年 
冠军  杜尔斯  联盟       241羽   2017年
4位  全省    1328羽 
冠军  蒙吕松  全国大区  465羽   2019年
145位  亚精顿  全国  11823羽  2018年 
138位  盖雷  全国    5331羽   2018年
54位  查特路 联省    5904羽  2018年
59位  克莱蒙特  全省    5532羽  2019年 
9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743羽   2017年
10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2020年 
24位  蓬图瓦兹  地区  4896羽  2016年
49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010羽  2017年 
94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45羽  2016年 
229位  波治  全国    5294羽  2020年 
293位  波治  全国  20397羽  2017年 
353位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2019年 
485位  波治  全国  20284羽  2018年 

“小乔丝”本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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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铭鸽

外祖父：
NL11-1742470“爆炸号”
威廉.迪布恩原舍
同母半兄弟“奥林匹克飓风号”获奥林匹克鸽王季军 外祖父：

NL05-5534849“美吉全兄弟”
基斯.波西瓦原舍

外祖父：
BE08-6338005“奥林匹克尼尔斯”
尼特拉奥林匹克速度组代表鸽

祖母：
BE14-2345345“奥林匹克尼尔斯直女”
超级种雌
迪克.凡戴克原舍

祖母：
BE05-6045575“法蒂玛”
利奥.贺尔曼斯原舍
全国全能鸽王10位

外祖母：
NL07-1817515“露西亚娜” 
佛科克父子原舍
“帕瓦罗蒂×奥林匹克夏奇拉”

外祖母：
BE12-6142245“巨星号直女”

父亲：
“雷韦克先生”（K10）
NL16-1864950
威廉.迪布恩原舍

父亲：
NL07-1821805“布鲁特斯”
冠军 史栋贝克 1308羽 
冠军 桑日尼 1202羽 
季军 马里昂堡  19602羽 
7位 贝洛尼 22790羽 

母亲：
“米妮瑞瓦全姐妹”
BE15-3149203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母亲：
“奥林匹克尼尔斯直女”
BE14-2345345
迪克.凡戴克原舍
超级种雌

父亲

NL16-1864950

雷韦克先生

K.10K.9

威廉.迪布恩原舍

“雷韦克先生”直女： 
- “玛丽” （K9）
冠军  威尔松 全国大区 1160羽 
94位  波治 全国 5294羽 
97位  盖雷 全国 8517羽 

“雷韦克先生” 同窝姐妹育种： 
-“花头迪布恩雌” （K12）子代成绩：  
“萨拉” 17-141成绩： 
53位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57位 查特路 全国  27081羽 

BE17-3070218

玛丽
冠军  威尔松  全国大区 1160羽   2019年
102位  全国   20912羽
8位  盖雷  全国大区 836羽   2018年
97位  全国     8517羽 
7位  波治  全国大区 350羽  2020年 
94位  全国     5294羽 
亚军  丰特奈  联盟        580羽 2019年 
31位  全省     9355羽 
12位  波治  全国大区 1503羽  2018年 
126位  全国   19133羽 
12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160羽  2019年 
129位  全国  15235羽 
16位  波治  全国大区     2567羽  2021年 
118位  全国   34311羽  

♀♀

祖父：
NL07-1821805“布鲁特斯”
冠军 史栋贝克 1308羽
“阿波罗×法蒂玛”作出

祖父：
NL01-1892694“阿波罗”
基础种鸽
“超级查理”直子
（迪威兄弟）

♂♂

“玛丽”半平辈成绩：
-“洛葛仙妮”13-072成绩：
 54位  波提尔全国 全国  12379羽 2014年
 57位  波提尔全国 全国  13135羽 2013年
 5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4107羽  2013年
-“罗克西”14-118成绩：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2208羽
6位  布洛尼  全省    4289羽 
-“罗克赛特”13-288育种：
子代“西琳娜”15-258成绩：
31位  查特路 全国  29591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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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铭鸽 - 威廉.迪布恩原舍种鸽

NL16-1864951♀♀
K.11

威廉.迪布恩原舍
“花头迪布恩雌”子代成绩：  
-“萨拉”17-141成绩：  
53位  亚精顿 全国  15235羽 
57位  查特路 全国  27081羽 
110位  盖雷  全国    8517羽 
167位  查特路 全国  13098羽 
39位  蓬图瓦兹 全省    1082羽 
“花头迪布恩雌”同窝兄弟  
“雷韦克先生” NL16-950 （K10）子代成绩：
“玛丽” 17-218 （K9）成绩：
冠军 威尔松  全国大区 1160羽 
97位  盖雷  全国 8517羽 
94位  波治 全国 5294羽 
31位  丰特奈 全省 9355羽 
118位  波治 全国  34311羽   

父亲：
“布鲁特斯”
NL07-1821805
冠军 史栋贝克 1308羽 
冠军 桑日尼 1202羽 
季军 马里昂堡  19602羽 
7位 贝洛尼 22790羽 

祖父：
NL01-1892694“阿波罗”
基础种鸽
（迪威兄弟）

祖父：
NL02-1641468“佩塔奇”
2003年WHZB雄鸽鸽王7位
直女“罗莎林德”成绩：2009年WHZB雄鸽鸽王季军

外祖父：   
NL07-1822466“巨人号”   
基础种鸽
“阿波罗×美洲鸵”作出

外祖父：
BE08-6338005“奥林匹克尼尔斯”
尼特拉奥林匹克速度组代表鸽

祖母：
BE05-6045575“法蒂玛”
利奥.贺尔曼斯原舍
全国全能鸽王10位
曾孙女“卡梅隆”

祖母：
BE05-6045542“最爱号”
利奥.贺尔曼斯原舍
全国鸽王10位

外祖母：
“奥林匹克夏努卡”
NL08-1543385
2010年NPO全国当日归鸽王冠军
“小灰×佳妮达”作出

外祖母：
BE12-6142245“巨星号直女” 

母亲：
“奥林匹克尼尔斯直女”
BE14-2345345
迪克.凡戴克原舍
超级种雌

花头迪布恩雌

父亲：
NL08-1543465“罗维”
7位 NPO亚精顿 6503羽
超级种雄
代表子代：“路易斯” & 
“丽萨”
半平辈“齐达内”

母亲：
NL12-1617996“蒂雅”
超级种鸽/赛鸽

NL16-1864967

路易腾
威廉.迪布恩原舍

“路易腾”子代成绩：  
- “罗曼娜” 17-210成绩：
58位  查特路 全国  13098羽 
61位  波治  全国  19133羽 
176位  盖雷  全国    8517羽 
29位  威尔松  全国大区 1160羽 
69位  查特路  联省 2343羽 

♂♂
K.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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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路克.西翁夫妇清舍拍卖会

顶级铭鸽

外祖父：
BE06-6212441“帅气号” 
瑞克.贺尔曼基础种鸽

外祖父：
NL11-1742472“年轻阿波罗”
威廉.迪布恩原舍“阿波罗×罗莎琳达”作出

祖母：
NL08-1543464“罗莎林德”
“佩塔奇×最爱号”作出 （利奥.贺尔曼斯）

祖母：
NL08-1676445“索司东号直女”
子代获2015年KBDB全国鸽王15位
恩斯特原舍

外祖母：
BE07-6364152“小玛蒂”
瑞克.贺尔曼基础种鸽

外祖母：
BE11-6244622“帅气号直女”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基础配对“帅气号×小玛蒂”作出

父亲：
NL11-1742472“年轻阿波罗”
威廉.迪布恩原舍
直子“小李”

父亲：
BE14-4240510“漂亮510”
狄史麦特-瑞斯帝安 
4位 莱邦纳 全国 3927羽
41位 卡奥尔 全国 6164羽
67位 莱邦纳 全国 5890羽
11位 查特路 全省 3894羽母亲：

BE11-6244622“帅气号直女”
杨&瑞克.贺尔曼父子原舍
子代“伊娃”、“玛尔瓦”，等  

母亲：
BE13-3138081“亚历克西娅”
亚军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9位 波提尔 全国 14094羽 
9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季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9羽 

母亲

BE18-3008242

漂亮亚历克西娅

K.82

* “漂亮亚历克西娅”子代成绩：
- “马尼克斯” 20-044 （K81）成绩：
17位  查特路 全国大区 1648羽  2021年 
34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72羽  2020年 
16位  布鲁瓦 联盟 447羽  2020年 
43位  蓬图瓦兹 地区 3013羽  2020年 
69位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504羽  2021年 

亚历克西娅
亚军  拉索特年 全国 4161羽 
9位  波提尔全国  全国 14094羽
9位  克莱蒙特 全省 9439羽 
季军  亚精顿 全国大区 1249羽 
24位  丰特奈 全省 5735羽 
68位  杜尔斯  全省 5697羽 
65位  丰特奈 全省 8194羽 

BE13-3138081*♀♀ ♀♀

祖父：
NL01-1892694“阿波罗”
基础种鸽
直子“超级查理”
（迪威兄弟）

祖父：
BE08-4000195“漩涡号”
“杰夫克.范莫蒂尔”（2000年卡奥尔全国冠军）  
×乔森雌”作出

“亚历克西娅”半平辈成绩：
-“伊娃” 16-758 （K49）成绩：
2次全国大区冠军 
6次全国前100位
KBDB全国鸽王9位
-“玛尔瓦”15-339成绩：
冠军  查特路 全国大区 494羽 
63位  全国  9540羽 
亚军 克莱蒙特 全省  6063羽 
63位  丰特奈 全省  8194羽
-“小李”14-163成绩：
4位  拉索特年 全国  6203羽  

*表示非拍卖鸽

59



“钻石矿藏”开启在即！

全部种鸽及赛鸽清舍拍卖会，
（不含2021年夏季晚生鸽）

www.xingezhan.com

上线时间：2021年11月14日（周日）
结标时间：2021年11月20-21-22日（周六日一）

比利时 路克.西翁夫妇
LUC & HILDE SIOEN (BE)

更多拍卖资讯敬请登陆：
EPW欧洲信鸽站
www.xingezhan.com

EPW欧洲信鸽站（中国）联系方式
电话：13146616133（同微信）
邮件：EPW@XINGEZHAN.COM
快手：EPW584968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