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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舒马赫" 直子

2

"年轻舒马赫"

"新舒马赫"

(Schumi Junior)  BE13-3126131

(New Schumi)  BE15-3126131

半兄弟 "卢卡斯" 的孙代荣获:
2017年开创者俱乐部鸽王冠军

20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王亚军
全姐妹作育子代 "安格拉姆先锋"、"新内马尔"、"年轻内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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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舒马赫"
的外孙

"年轻舒马赫"
的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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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舒马赫"
的外孙

"安格拉姆先锋"

"年轻内马尔"

"新内马尔"

(Angouleme Vooruit)  BE17-3011637

(Neymar Junior)  BE17-3011652

(New Neymar)  BE18-3121469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冠军 – 9,555羽分速最高
非常艰难的比赛, 领先17分钟 (分速达1059米/分) !

2017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幼鸽王季军

2020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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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特&史蒂芬

亚里
(Norbert & Stefan Ally)

谦逊的父子，
强大的赛鸽
养鸽参赛近30年来, 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
一直都在收获胜利！八十年代中期他们引进
著名的盖比.凡德纳比血统作为起点, 后来父
子二人以这些鸽子为基础打造了一支冠军鸽
系。3项全国冠军和众多全国及全省鸽王, 亚
里父子已经稳居最伟大冠军鸽友的行列。从
比利时到中国, 亚里赛鸽都是胜利者, 而且经
常能够在一些比赛中以大优势领先夺冠。这
场拍卖会他们将出售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
部鸽系, 这必将成为PIPA 20周年拍卖季的
最大亮点拍卖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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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与他们的2羽优秀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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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伯特.亚里来自一个拥有7个孩子的农民家庭，他是
最年轻的孩子。诺伯特从小便与农场动物相伴长大。
尽管父亲也曾养过一些鸽子作为消遣, 但诺伯特却对牛
最为喜爱。作为唯一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 他选
择学习兽医学。他学习非常勤奋, 总要拿到最佳学分。
在根特求学时，丰富多彩的学生社交活动并没有让他
流连其中, 他则更多地一心埋头于学业。在他参加的有
限几次学生派对中, 诺伯特遇到了同样来自农民家庭的
布丽奇特 (Brigitte), 1978年至1981年他们的3个孩
子斯汀 (Stijn)、史蒂芬 (Stefan) 和米克(Mieke) 先后
出生。
> 从最好开始
诺伯特的兽医师业务以牛为主。对小动物和禽类的治
疗则是他的爱好。当时赛鸽绝对没有在他的研究范围
内, 直到他的会计师提到正在寻找一位可靠的兽医师来
为他和好友的爱好提供支持…这位会计师就是盖比.凡
德纳比, 他的好友就是吉伯特.范巴里斯 (Gilbert Van
Parijs)。这两位是当时所在地区绝对的最佳赛手。诺
伯特同意帮忙, 他对赛鸽运动的了解也开始与日俱增。
布丽奇特也开始为此着迷, 她说服诺伯特开始养鸽…她
不知道诺伯特天性执着, 他既已决心要在赛鸽运动取得
成功, 就要付出巨大努力…
1983和1984年诺伯特从盖比.凡德纳比和吉伯特. 范
巴里斯引进了第一批赛鸽, 而吉伯特的赛鸽当时在盖比
鸽系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后来吉伯特到诺曼家族担任
鸽舍经理, 诺曼家族的顶级鸽也被引进来。引进这些鸽
系后, 诺伯特.亚里鸽舍直接拥有了最优秀的中长距离赛
鸽。盖比是第一基础血统, 诺曼当然是第二, 第三是罗
伯特.维尔奎特 (Robert Willequit)-他的赛鸽在盖比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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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也发挥出色。诺伯特得到了免费的建议指导, 随着更
多鸽友来求助兽医支持, 他对赛鸽运动的理解也越来越
多深入…诺伯特是一位完美主义者, 因此没过多长时间
他便收获了成功
诺伯特.亚里的首羽顶级鸽是 "艺术家" (BE843152090 Den Artiest), 这羽盖比原舍鸽很小便被买
来。"艺术家" 获得3项俱乐部冠军, 后来与盖比原舍雌
鸽 "金姆" (Kim) 配对, "金姆" 是 "娇小号" (Kleinen) 和
KBDB全省鸽王冠军 "最爱号" (Favoriet) 的直孙女, 他
们组成了首对顶级配对。他们作育了 "最爱号" 成为诺
伯特和史蒂芬眼里第一羽真正的顶级赛鸽, 获得亚精
顿全国24,300羽8位… "最爱好" 的全兄弟 "史蒂芬"
(Stefan) 是以后的超级明星 "舒马赫" (全省鸽王冠军
和超级种鸽) 和 "史黛菲" (Steffie) 的祖父, "史黛菲"
作育了 "费德勒" (Federer)、 "波利斯" (Boris)、
"拉菲尔" (Rafael) 和亚里鸽舍的很多顶级鸽。

 庆祝2020年布瑞福包揽2项全省冠军: 迪特尔 (史蒂芬的好友)、
诺伯特、安德烈 (诺伯特的大哥和最忠实粉丝)、米克
(史蒂芬的妹妹)、盖比.凡德纳比和史蒂芬。

创造自己的乐园

> 手握众多超级鸽
从1984年开始养鸽7年后, 诺伯特取得了一些全国和全
省顶级成绩。此时诺伯特意识到要在赛鸽运动中取胜
需要投入很多精力。要照顾年幼的孩子, 还有繁忙的兽
医师工作, 这让他有些力不从心。因此1991年他出售
了全部比赛战队, 年轻的史蒂芬开始在赛鸽运动帮助父
亲。他们的计划改为只使翔幼鸽, 因此1992年他们依
照计划而行。不久他们便收获了首项全国赛佳绩;
"波治号" 获得布瑞福全国赛11,943羽亚军。

诺伯特.亚里的另外一项爱好是园艺。他会花费
很多时间来打理自己的漂亮花园，因此赛鸽归
巢时会感到非常愉快…就像天堂大门在为他们
敞开欢迎胜利归来…鸽舍都是自己设计，诺伯
特喜欢确定鸽舍合适的环境-他甚至会为完美的
硬件设施而去找来课程学习-在鸽舍建设过程
中他为工匠提供了极大帮助…诺伯特.亚里除了
是超级鸽友外，还可以被称为是一位天才园艺
师、设计师和木匠。

幼鸽战队的绝对明星之一是 "灰闪电号" (BE923099109 Blauwe Bliksem), 他以飞速归巢而
闻名, 获得4项冠军包括布瑞福全国10位。他出
自诺曼X盖比血统。他的全姐妹 "优秀泽姆" (Het
Goed Zeemke) 是一羽非常优秀的赛雌, 后来
成为超级品质种鸽…与 "史蒂芬" (出自老基础配
对 "艺术家" X "金姆") 配对, 她作育的 "乌尔里奇"
(Ulrich) 获得4项冠军, 而 "乌尔里奇" 是KBDB全
省鸽王冠军 "舒马赫" 的父亲, 此外 "乌尔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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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作育多代其他顶级鸽。
"灰闪电号" 的配对雌鸽 "勇气雌" (Brave) 是盖比 "
娇小号" 的直孙女, 在1993年获得3项冠军。诺伯
特和史蒂芬.亚里就此组成了一对新超级配对, 可能
是20世纪最重要配对…
- BE95-3192525 "小婷" (Tineke),子代获得
KBDB全省鸽王冠军和亚军,
孙代获得苏雅克全国亚军
- BE96-3142346 '布乐丝' (Blesse),
子代获得KBDB全省鸽王冠军 ("舒马赫")
- BE98-3248872 '利蒙治' (Limoges),
获得利蒙治全国24,084羽亚军
- BE97-3155920 '全省号' (Provinciaal),
获得杜尔斯全省2,017羽冠军
- BE02-3029466 '史黛菲之母' (Mother
Steffie), 作育孙代 "费德勒"、"波利斯"、"拉菲尔" 等。

 2009年, 诺伯特抱着第一个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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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诺伯特和史蒂芬不断成为媒体报道的头条。在
著名的斯坦布鲁格长距离俱乐部 (Long Distance
Club of Steenbrugge) -当时所有最优秀的全省
长距离鸽舍都在这家俱乐部参赛-1997、1998
和1999年他们获得众多冠军和综合最佳鸽舍头
衔…1997年 "全省号" 获得杜尔斯全省2,017羽冠
军, 这是亚里的首项全省冠军。他们还获得1998年
联省综合最佳鸽舍冠军和1999年全省长距离幼鸽
最佳鸽舍。简而言之, 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已经跻
身比利时西部最佳鸽友行列。
> 为新世纪准备
亚里以一支超级实力冠军鸽系准备好迎接新胜利
到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高强度的汰选。
只有最优秀的赛鸽才能进入种鸽舍, 作育不多顶级
鸽的种鸽则会被淘汰。更多盖比鸽以鸽蛋/幼鸽的
形式被引进来, 他们都出自盖比九十年代最佳赛
鸽: "上校号" (Kolonel), "朗克" (Ronker), "涡轮
号" 等。2000 和 2001年4羽 "闪电号" 直子来到
亚里鸽舍。其中一羽雄鸽出自 "闪电号" X "茱莉
娅" (Julia), 后来他成为亚里在21世纪最初10年
内最重要的种公之一。他因此得名 "超级闪电号"
(Super Bliksem)。"超级闪电号" 的子代获得:
- BE02-3029512 '波尔多' (Bordeaux), 波尔多
全国7位、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和顶级种鸽
- BE07-3034234 '杜尔斯鸽王' (Tours-As);
KBDB全省中距离鸽王冠军
- BE07-3198935; 乔尔.佛斯豪特超级赛鸽
"康达多" (Contador) 的祖母
- BE08-3081268; "石板灰苏雅克号" 之母和
"内马尔" 祖母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 BE10-3169153 '布洛瓦先锋号'
(Blois Vooruit);
布洛瓦6000多羽分速最高
- BE10-3075616 '席尔维娅' (Sylvia);
子代6次进入全国前100位

从被袭击到育种明星
1992年盖比找诺伯特帮忙。"一羽很好的雄幼
鸽被猎人射伤," 他说。"你能帮他缝合一下伤
口吗？" 当然诺伯特过去帮忙。当诺伯特上手
这羽雄鸽时, 他被这羽鸽子的手感所打动。
"他已经不能比赛了, 让我把他买下吧," 诺伯特
问盖比, 他知道这羽雄鸽BE92-3233107是
盖比当时的顶级鸽 "白腹号" 的直子。
盖比欣然同意, 后来这羽 "白腹号直子" 成为诺
伯特.亚里鸽舍在九十年代最重要种鸽。他与
"小婷" (出自 "灰闪电号" X "勇气雌") 组成最
成功的配对。子代获得全省鸽王冠军和全省
中长距离鸽王亚军, 还有很多全国长距离赛顶
级成绩。
"罗纳尔多" (Ronaldo) X "佐罗直女" (Daughter
Zorro) 是千禧年后第一个十年最佳配对之一。
雄鸽 "罗纳尔多" 购自一位颇具实力的当地鸽友。
尽管这位鸽友罗兰.德维利 (Roland Dewaele)
无法给出 "罗纳尔多" 父母的准确环号, 但是他告诉
诺伯特 "罗纳尔多" 拥有德赛恩-范德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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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奶酪小子"
基因到亚里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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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斯顿039"
(Gaston 039)  BE11-6119039

2010年诺伯特和史蒂芬获得KBDB全国最佳鸽舍冠军, 他们
首次与葛斯顿.范德瓦尔见面并建立联系。最终这次会面促成
了双方交换鸽子。葛斯顿给了亚里很特别的鸽子。最著名的
当属 "葛斯顿039" (BE11-6119039 Gaston 039), 这羽
"奶酪小子" 回血直孙, 也是著名种雌 "棕榈号" (Palme d'Or)
的半兄弟, 因为他是 "安妮克" (Anneke BE07-603301) 的
直子。他也是葛斯顿.范德瓦尔过去5年内一些最佳种鸽的半
兄弟: "安妮特兄弟"、"安妮特" (Anette)、"安妮特同窝姐妹"
(Nestsister Anette),… "葛斯顿039" 现在成为诺伯特和史
蒂芬的基础种鸽。这羽神奇种雄的后代获得:
安格拉姆全国5,030 羽冠军 '安格拉姆先锋'
19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幼鸽组鸽王冠军 '米莉娅姆'
(Miriam)
亚精顿全省5,665 羽冠军 '亚精顿号' (Den Argenton)
苏雅克全省1,310 羽冠军 '新内马尔'
欧瑞拉克全省516 羽冠军 '新内马尔'
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新舒马赫'
17年KBDB全国中距离鸽王季军 '年轻内马尔'
(Neymar Junior)
20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新内马尔'
拉索特年全国11,236羽4位 '341号'
20年布瑞福全国3,755 羽4位
安格拉姆全国 4,525 羽5位 '葛斯顿170' (Gaston 170)
亚精顿全国23,258 羽8位 '亚精顿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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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出售一轮幼鸽,
收获众多援外成绩
2007年收获成功赛季后, 诺伯特和史蒂芬在
雷克姆俱乐部多年来首次出售了一些夏季生幼
鸽, 这是他们最喜爱的俱乐部, 很多赛鸽名家都
在这里参赛。当时盛况空前, 赛鸽被以高价出
售…然而对于诺伯特和史蒂芬更为重要的是;
拍卖会后十年后, 这场拍卖会出售鸽子的很多
后代都取得出色表现！下面选摘部分最佳成绩:
- 2010年查特路全国17,189羽冠军和 39,908羽最高分速
(西冷斯-凡登布鲁克Sierens-Vandenbroucke)
- 2013年波提尔全国13,813羽冠军和26,948羽最高分速
(雅克& 吉诺.米斯彼勒Mispelaere Jacques & Gino)
- 2008年KBDB全国中距离幼鸽组最佳鸽舍冠军
(琳达.德苏特Linda Desutter)
- 2013年拉索特年全国 9,536羽亚军(乔尔.佛斯豪特)
- 2012年卡奥尔全国8,348羽季军
(德巴尔-奥布索美尔Debaere-Opsomer)
- 2016年贾纳克全国3,904羽季军 (诺曼父子)
- 布洛瓦全省547 羽冠军 & 4,984 羽最高分速
(盖比.凡德纳比)
- 克莱蒙全省 4,933 羽冠军 (盖比.凡德纳比)
- 布洛瓦全省3,090羽冠军 (伯特.范登伯格使翔,
盖比.凡德纳比作育)
- 2009年波治I全省2,054羽冠军 (盖比.凡德纳比)
- 2016年贾纳克全省772羽冠军 (诺曼父子)
- 2011年苏雅克全省1,138羽亚军 (德巴尔-奥布索美尔)
- '康达多', 全国季军-5-6-8-15-19-32位和KBDB全国鸽王
10位（乔尔.佛斯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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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eyn-Vandemeulebroucke) 的著名长距离
鸽系的基因。他们在1987年长距离赛取得神奇表
现，获得利蒙治全国冠军和拿邦全国冠军。德赛
恩-范德布鲁克的血系在盖比.凡德纳比和鲁迪.狄萨
尔鸽舍也同样取得成功。
"罗纳尔多" 在亚里鸽舍参赛, 作为幼鸽便已表现出
其在全国赛的出色比赛天赋。作为鳏夫鸽他在中长
距离和长距离赛取得顶级成绩。"佐罗直女" 是诺曼
原舍鸽, 出自他的著名基础种鸽 "佐罗" X "雌鸽王"
(Aske)。他们的最佳子代包括:
- BE03-3050711 '佐拉' (Zora),
子代获得拿邦全省冠军和苏雅克全省亚军
- BE03-3050958 '白羽罗兰德' (Witpen Roland),
获得联省中距离和长距离鸽王亚军
- BE07-3034489 '灰雌489' (Blauwke 489),
子代 "亚伦" (Aaron) 获得4项冠军和KBDB
全国鸽王7位
- BE07-3034354 '露娜' (Luna),
盖比.凡德纳比超级种雌。
"莱娜" (Lena) 是 "罗纳尔多" X "佐罗直女" 的最佳
育种直女之一…成为当今很多顶级鸽的基础。她
与亚精顿全国大区冠军和波尔多全国7位 "波尔多"
配对。"波尔多" 是基础种雌 "勇气雌" X "超级闪电
号" 的最后一羽直子。"波尔多" X "莱娜" 作育直女
"小波莉" (Bolleke) 是 "卢卡斯" 之母。在与顶级赛
鸽 "费德勒" 配对后, "莱娜" 作育子代 "费德勒美人"
(Federa Beauty) 成为另外一羽超级种雌, 她的

直女 "豪达" (Gouda) 成为当今亚里鸽系的基础雌
鸽。"费德勒美人" 的孙代 "贾纳克" (Jarnac) 也是
当今明星赛鸽之一。
作为一羽优秀种鸽, "罗纳尔多" 与5羽不同雌鸽配
对作育了顶级鸽后代。他 与其他种雌配对作育的
一些著名子代包括:
- BE04-3006130 '洛兰蒂斯' (Rolandis),
顶级赛鸽和盖雷全省冠军之父
- BE06-3061102 '苏雅克' (De Souillac),
苏雅克全国7039羽冠军
- BE07-3034304 '罗纳尔多直女304'
(Daughter Ronaldo 304),
顶级赛鸽和种鸽 "341" 的母亲
- BE08-3081207 '罗纳尔多宝贝' (Nestpender
Ronaldo), 查特路全国17,109羽12
位和顶级种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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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马赫" 和走向全国闻名的一步
尽管他们获得的奖杯已经很多, "舒马赫" (BE043006131 Schumi) 取得的2005年KBDB全省中
距离和长距离一岁鸽组鸽王冠军头衔却是他们走向
新维度的重要一步。史蒂芬: "当时在这个组别还没
有全国鸽王头衔, 因此全省鸽王就显得特别重要。
" 舒马赫 "是2005年比利时西部省份最优秀的
中长距离和长距离 (450km-650km) 最佳一岁
鸽。2006年作为2岁鸽," 舒马赫 "取得了4项全国
长距离赛顶级名次 (总系数为8,4%)。2007年禽流
感爆发, 他即被转入种鸽舍, 他又成为我们拥有过的
最佳种鸽。"
诺伯特.亚里本人？他一直不愿意出现在镁光灯前,
而是喜欢在自己漂亮的花园内享受赛鸽运动, 与最
忠实的粉丝大哥安德烈一起等鸽归巢。当时的最佳
赛鸽之一出自超级种雌 "史黛菲", 她与 "舒马赫" 血
统密切相关, 因为她出自 "舒马赫" 的父亲 ("乌尔里
奇") X "史黛菲之母" ("舒马赫之母" 的全姐妹)。
"史黛菲" 与当时的优秀种公之一:100%盖比血统鸽
"安德烈" (Andre) 组成了超级配对。"安德烈" X
"史黛菲" 的最佳子代 "费德勒" 获得冠军和全省亚
军-5-7-8-9-15位, 还获得利蒙治全国9,535羽37
位。超级配对 "安德烈" X "史黛菲" 的后代在亚里和
其他鸽系占据重要地位多年。
在西法兰德省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已被视为大中距
离和长距离赛绝对顶级鸽友多年。1998, 2008 和
2009年他们获得这些级别全省最佳鸽舍。他们平均
每年获得3项全省冠军。然而他们还没有收获全国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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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赛鸽在艰苦比
赛条件下脱颖而出
诺伯特和史蒂芬能在多种天气比赛下取得出色
表现; 然而他们特别以耐力而闻名。炎热和强烈
逆风的比赛, 他们能够取得超凡表现。他们的3
项重要成绩都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取得的:
- 2015年蒙托邦全国3990羽冠军还获得
6,119羽最高分速, 领先10分钟 ('内马尔')
- 2018年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冠军还获得
9,555羽最高分速, 领先17分钟
('安格拉姆先锋')
-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新内马尔",
他的第3项全国赛佳绩在超级艰苦的2020
年欧瑞拉克赛获得的 (2849羽全国赛7
位和全省冠军, 领先23分钟)

军桂冠, 尽管他们曾经2次与冠军擦肩而过…1992
年他们获得布瑞福全国11,943羽亚军…1999年利
蒙治全国24,084羽亚军…2010年苏雅克赛成为亚
里父子最爱的比赛, 因为这为他们带来全国赛桂冠！
诺伯特和史蒂芬取得全国赛冠军-亚军-4位, 从而震
惊了整个赛鸽世界！同赛季他们获得KBDB比利时
综合最佳鸽舍冠军！1992年史蒂芬.亚里在自己的
日记中写道 "我们有一年会取得如此成功吗？
" …2010年答案肯定是 "是的, 2010年成为我们赛
鸽生涯最难忘的赛季之一。"
2年后, 又是苏雅克赛, 诺伯特和史蒂芬再次取得出
色佳绩, 苏雅克全国7,760羽亚军和6位, 全国赛亚军
就是他们的 "卢卡斯", 出自 "舒马赫" X "小波莉",
"小波莉" 作育了2羽全省冠军。"卢卡斯" 成为2012
年12月PIPA拍卖会的明星。最终 "卢卡斯" 为亚里
鸽系在中国创出威名, 他在中国开始种鸽生涯; 他的
直孙女获得2017年北京开创者俱乐部鸽王冠军, 这
是中国最重要的头衔之一。"卢卡斯" 仅在2012年
赛季结束后在诺伯特.亚里鸽舍作育了4个月; 他最重
要的直子 "宝贝卢卡斯" (Nestpender Lucas) 获得
利蒙治全国9,303羽季军和卡奥尔全国6,164羽10
位。他还作育了当今顶级天赋的 "小卢卡斯"
(Lucas Jr.), 获得全省季军-17位和全国21-66位。
> 2013年的新挑战
2012年12月诺伯特和史蒂芬将他们的全部赛鸽和
种鸽在PIPA出售, 只保留了2012年生幼鸽。在这些
留下的幼鸽里, 最具天赋的当数 "豪达" (Gouda), 这
羽超级赛雌取得了比2012年KBDB全国中距离幼鸽
组鸽王冠军更小的系数。她出自葛斯顿.范德瓦尔原
舍雄鸽 ("奶酪小子" 直孙) X "费德勒X莱娜" 的一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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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直女。拍卖会开始前不久 "豪达" 与 "舒马赫" 配
对, 该配对仅作育了4羽子代; 其中3羽成为当今亚里
战队最重要的种鸽:
- BE12-3078431 '舒马赫宝贝' (Nestpender
Schumi), 子代获得杜尔斯全省
3,478羽冠军和全国14-37-38位
- BE13-3126131 '年轻舒马赫' (Schumi Jr),
子代获得KBDB全国鸽王亚军、
孙代获得全国冠军和2项KBDB全国鸽王季军
- BE13-3126130 '年轻舒马赫女孩' (Young
Schumi Girl), 孙代获得全省冠军
-亚军和苏雅克全国 4,056羽9位
对于诺伯特和史蒂芬来说PIPA拍卖会前的胜利滋味
是甜蜜的, 他们的胜利之旅很快便继续开始了。
"亚伦" (Aaron) 出自当今顶级种鸽之一 "幸运爱力
克" (Lucky Erik) X "罗纳尔多X佐罗直女" 的直女,
很快便赢得4项冠军并获得2013年KBDB全国长距
离一岁鸽组鸽王7位…2014年 "内马尔" 接近赢得全
国冠军, 最后获得布瑞福全国3,850羽亚军…然而一
年后他为亚里带来第2项全国赛冠军！在酷热天气下
他飞行789公里赢得蒙托邦全国3990羽冠军, 还以
领先10分钟的优势取得6,119羽最高分速！亚里赛
鸽再次展现了在极度艰苦环境下取得超强发挥的技
能！"内马尔" 出自 "石板灰苏雅克" (Schallie Souillac) X 马克.波林原舍 "全省波提尔直女" (Daughter
Provincial Poitiers), 其中 "石板灰苏雅克" 获得
2012年苏雅克全国7,760羽6位, "全省波提尔直女"
作育子代 "宝贝卢卡斯" (Nestpender Lucas) 获得
利蒙治全国9,303羽季军和卡奥尔全国6,164羽10
位、"晚生幸运号" (Late Lucky) 获得全国38位-57
位和顶级种鸽等。后来 "内马尔" 取得辉煌成绩后被

开尔鸽业引进。他将与铭鸽 "新金姆" (New Kim) 和 "阿曼多"
(Armando)一起作育优秀后代。
如同以往诺伯特和史蒂芬在几年时间内便再次组成了一对超级
品质育种配对…这就是过去5年内他们的当家配对 "年轻舒马赫"
(出自 "舒马赫" X "豪达") X "贝尔" (BE12-3111366 Belle),
其中 "贝尔" 为100%范德瓦尔血统，出自 "葛斯顿039"
(Gaston 039) X "金姆姐妹" (Sister Kim)…在几年内他们的后
代对亚利成绩的影响深远。优秀子代包括:
- BE14-3119232 '小盖雷雌' (Gueretje)
(与 "齐达内直子" 组成顶级配对) 盖雷全国16,619 羽22位
子代 "安格拉姆先锋" (Angouleme Vooruit),
安格拉姆全国 5,030 羽冠军, 领先17分钟
子代 "莎琳娜" (Charlene),
2015年KBDB全国赛最佳幼鸽鸽舍亚军功臣
子代 "安吉丽娜" (Angelina),
获得2项全省季军和波治全国 8,424羽28位
子代 "安格拉姆帅哥兄弟" (Beauty Brother
Angouleme), 获得全国37和38位
子代 "宝贝小盖雷雌" (Nestpender Gueretje),
2020年全省亚军和季军
- BE15-3126130 "新舒玛" (New Schuma)
(与 "内马尔" 组成超级配对)
子代 "新内马尔" (New Neymar),
20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2项全省冠军
子代 "年轻内马尔", 17年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季军,
获得全省4-5-15位
- BE15-3126131 "新舒马赫" (New Schumi)
获得 2014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子代 "财富号", 作育子代获得全省冠军-季军,
布瑞福全国3755羽4位和KBDB全省鸽王亚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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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顶级水平
可以说最近几年诺伯特和史蒂芬确实处在
世界顶级水平。2018年他们第3次收获全
国赛冠军。这次勇夺桂冠的是 "安格拉姆
先锋", 他在最艰苦的比赛条件下战胜5030
羽赛鸽夺冠, 战胜了佛斯豪特的世界铭鸽
"阿曼多"。同样出色的还有获得2017年
KBDB全国中小距离鸽王季军的 "年轻内马
尔" …他的全兄弟 "新内马尔" 获得2020
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7天内连
续获得2项全省冠军… "米莉娅姆" 获得
2019年KBDB全省大中距离幼鸽组鸽王冠
军。2020年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可能取
得了以鳏夫鸽参加长距离赛的最佳赛季。
他们获得4次全省长距离赛冠军, 而且每次
都入赏全国赛前10位, 没有被不利的风向
所影响。
在他们的名望达到顶峰之时, 所有2018年
及以前出生的赛鸽和种鸽都将在PIPA拍卖
会上线…这是比利时长距离赛表现最优秀
的鸽系之一, 以盖比老血统为主。几年前的
亚里拍卖会为新主人带来了巨大成功,
现在新的良机又将到来。对于诺伯特和史
蒂芬来说, 新的挑战也已经到来, 他们要重
新建立一支育种和比赛战队; 当优秀冠军鸽
友受到挑战的时候, 他们的真正实力就会迸
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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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放飞地到亚里
鸽舍的距离

Aarsele

Brussels
Arras

Clermont
Pontoise

Paris
Fontenay

Angerville
Sermaises
Chateaudun
Orléans
Blois
Tours
Bourges
Issoudun
Chateauroux
Poitiers

Argenton
La Souterraine
Montlucon
Gueret

Angoulême

Tulle

Jarnac
Limoges

Brive
Libourne

Agen

Souillac

Aurillac

Cahors
Montauban

ST-Vincent
Pau

Narbonne
Perpi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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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

空距 (公里)

阿让 (Agen)
安吉维尔 (Angerville)
安格拉姆 (Angoulême)
亚精顿 (Argenton)
亚拉斯 (Arras)
欧瑞拉克 (Aurillac)
布洛瓦 (Blois)
波治 (Bourges)
布瑞福 (Brive)
卡奥尔 (Cahors)
查特顿 (Chateaudun)
查特路 (Chateauroux)
克莱蒙 (Clermont)
冯特内 (Fontenay)
盖雷 (Gueret)
伊苏丹 (Issoudun)
贾纳克 (Jarnac)
拉索特年 (La Souterraine)
莱邦纳 (Libourne)
利蒙治 (Limoges)
蒙托邦 (Montauban)
蒙吕松 (Montluçon)
拿邦 (Narbonne)
奥尔良 (Orleans)
波品纳 (Perpignan)
波城 (Pau)
波提尔 (Poitiers)
蓬图瓦兹 (Pontoise)
赛迈斯 (Sermaises)
苏雅克 (Souillac)
圣维仙 (St. Vincent)
杜尔斯 (Tours)
图勒 (Tulle)

785km
315km
652km
509km
89km
680km
409km
440km
663km
736km
357km
481km
194km
320km
549km
461km
642km
548km
725km
630km
789km
520km
873km
357km
924km
898km
549km
232km
313km
693km
888km
447km
61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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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赛鸽: 在2020年长距离赛
取得超级赛绩
2020赛季后, 诺伯特&史蒂芬.亚里遇到的每一位鸽友都
会赞同: "毫无疑问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是2020年西佛
兰德省最优秀的长距离鸽友。" 在西佛兰德省著名对手包
括: 吉诺.克里克(Gino Clicque)、乔尔.佛斯豪特(Joël
Verschoot)、普拉图父子(K & R Platteeuw)、鲁
迪.狄萨尔(Rudi Desaer)、安东尼.麦斯(Anthony
Maes) 、克里斯.德巴克(Chris Debacker)、路克.德
莱尔(Luc Delaere)、马克.波林(Marc Pollin)、诺曼
父子 (Norman N&F), …
在2020赛季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的状态达到巅峰,
仅仅2周内他们就在全国长距离赛获得4项全省冠军。
不过遗憾的是, 由于风向不利, 亚里的赛鸽虽然在这些比
赛中斩获了全国前10位, 却还是与全国桂冠失之交臂。
凭借出色表现, 诺伯特.亚里的 "新内马尔" 与 "小盖雷雌
宝贝" (Nestpender Gueretje)分别荣获2020年西佛
兰德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和亚军。
> "新内马尔" 在苏雅克(693公里)和欧瑞拉克
(680公里)比赛中取得西佛兰德省成鸽最高分速
2020年8月1日苏雅克比赛, 诺伯特的 "新内马尔" 取得
西佛兰德省全部2,949羽参赛鸽最高分速。一周之后的
8月8日, "新内马尔" 又以23分钟的领先优势, 获得欧瑞
拉克西佛兰德全省成鸽最高分速。这是亚里赛鸽生涯内
最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这个表现能创造历史并不仅仅
14

因为他在8天内两度获得全省冠军, 更是由于欧瑞拉克比
赛当天极端炎热的天气。在经过近11个小时飞行之后,
"新内马尔" 归巢打钟, 而在日落后4小时, 还仅有2%的
欧瑞拉克参赛鸽归返。
> 布瑞福全省(663公里)双料冠军
2020年8月15日, 在欧瑞拉克奇迹一周后, 布瑞福全国
赛拉开战幕。亚里赛鸽夺得了西佛兰德全省成鸽组和
一岁鸽组双料冠军。 "亚伦天才" (Aaron Talent)夺得
1356羽成鸽和一岁鸽最高分速, 而 "帅气白尾号"
* (Witslag Beauty)则是767羽一岁鸽中分速最高的。

* 不在拍卖会但父母将在本场拍卖会上线: "帅气138"
(Schonen 13, BE15-3126138) x "469号雌”
(469-hen, BE16-3073469)
> 近年来取得全国前10位奖项
蒙吕松全国6,119羽冠军(领先10分钟!)
– "内马尔"
安格拉姆全国9,555羽冠军(领先17分钟 !)
– "安格拉姆先锋"
贾纳克全国 4,940羽亚军 - "贾纳克号"
布瑞福全国3,850羽亚军 – "内马尔"
贾纳克全国3,726羽亚军 – 310/12
拉索特年全国2,548羽亚军 – "贾纳克号全姐妹"

利蒙治全国8,303羽季军 – "宝贝卢卡斯"
拉索特年全国11,236羽4位 – "341号"
利蒙治全国6,946羽4位 – "亚伦全兄弟"
布瑞福全国3,755羽4位 – "亚伦天才"
苏雅克全国6,668羽5位 – "新内马尔"
利蒙治全国7,221羽7位 – "亚伦"
苏雅克全国2,849羽7位 – "新内马尔"
亚精顿全国23,258羽8位 – 708/19
莱邦纳全国5,024羽9位 – "亚伦"
苏雅克全国4,056羽9位 – 280/18
卡奥尔全国6,164羽10位 – "宝贝卢卡斯"
> 全国鸽王前10位奖项
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 "新舒马赫"
PIPA排行榜3场长距离赛最佳全国赛将亚军
– "内马尔"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 "新内马尔"
KBDB全国小中距离鸽王季军
– "年轻内马尔"
PIPA排行榜5场长距离赛全国最佳赛将4位
– "贾纳克号"
PIPA排行榜4场长距离赛全国最佳赛将5位
– "贾纳克号"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6位 – "内马尔"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8位 – "亚伦"

比利时~诺伯特&史蒂芬.亚里

黄金配对: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舒马赫" X "豪达"

X

超级育种配对
2012年 "豪达" (Gouda BE12-3111204) 肯定是亚里鸽舍的最佳比赛幼
鸽。她取得了堪称完美的4场中距离赛0,75%的系数, 比2012年KBDB全
国中距离幼鸽王冠军的系数还要低。那为什么 "豪达" 没有去竞争KBDB全
国鸽王头衔呢？因为当时KBDB全国鸽王评选的 "中距离幼鸽" 大类中仅有
"小" 中距离, 没有 "中长距离"。"豪达" 出自葛斯顿.范德瓦尔的 "奶酪小子"
的超级直子 "尼尔斯" (Niels) X 超级种雌 "费德勒美人" (Federa Beauty，
出自 "费德勒" X "莱娜")。她的名字跟随葛斯顿.范德瓦尔的著名基础种鸽而
来 ("豪达"是比利时著名奶酪品牌)。
2012年夏季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决定通过PIPA在线拍卖会出售全部鸽系,
只保留2012年生幼鸽。因为他们的全部最佳成鸽和赛鸽都将离开鸽舍,

诺伯特和史蒂芬希望能够让 "豪达" 在2012年9月结束最后一场比赛后,
作育1对幼鸽。因为亚里相信 "最佳" X "最佳" 的方法, "舒马赫" 被挑选为
"豪达" 的配对鸽。 "舒马赫" 是亚里鸽舍当时最佳比赛和育种雄鸽。他是
100%亚里赛鸽, 因为父母和祖父母都由诺伯特.亚里作育, 全部4羽祖父母都
是亚里鸽舍的基础种鸽。
"舒马赫" X "豪达" 在9月作育了顶级种鸽 "舒马赫宝贝" (Nestpender
Schumi BE12-3078431)。2012年12月 "舒马赫" 离开鸽舍去中国之前,
"豪达" 产下更多金蛋, 孵化出的 "年轻舒马赫" (Schumi Junior
BE13-3126131) 可能是当今亚里鸽系最佳种鸽, 他的同窝姐妹 "年轻舒马
赫女孩" (Young Schumi Girl BE13-3126130) 也是一羽重要种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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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马赫血系图表
"超级一岁鸽"

(Super Yearling)  BE19-3100661
利蒙治全国 9,756羽21位
布瑞福全国 4,238羽66位

比利时~诺伯特&史蒂芬.亚里

"白尾约翰"

(Witslag John)  BE18-3115280
苏雅克全国4,056 羽9位

 BE15-3126197

杜尔斯全省6,083羽亚军

"阿琳"

(Arlene)
 BE13-3126500

 BE19-3100648

布瑞福全国4,238 羽16位
亚精顿全国23,258羽229位
利蒙治全国 9,756羽249位

"469雌"

(469 Hen)  BE16-3073469
查特路全省2,328 羽37位
杜尔斯全省1,076 羽58位

"宝贝卢卡斯"

(Nestpender Lucas)  BE12-3078407
利蒙治全国8,303羽季军
卡奥尔全国6,164羽10位

子代获得
17年北京开创者俱乐部鸽王
冠军 @陈仕义
"卢卡斯"

"年轻舒马赫女孩"

(Lucas)  BE10-3075506
苏雅克全国7,760羽亚军
全国15.-58-.-142.-182.-…

(Young Schumi Girl)
 BE13-3126130

"舒马赫"

 BE10-3177907

 BE14-3119173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Schumi)  BE04-3006131

"阿拉贝拉"

杜尔斯全省2,122羽5位
利蒙治全国6,272羽15位
杜尔斯全省1,306羽25位

(Arabelle)
 BE15-3126121
作为幼鸽7次入赏前10%

 BE12-3171352

(The 521 Hen)  BE16-3131521
 BE17-3131088
查特路全省 2,328 羽23位
Daughter Golden Prince
杜尔斯全省 3,353羽162位

"521雌"
'Golden
088'

"舒马赫宝贝"

(Nestpender Schumi)
 BE12-3078431

"帅气544"

(Schonen 544)  BE17-3011544
布洛尼138羽冠军
贾纳克全国4,940羽73位

 长城鸽业郭总到访

"176"

(Den 176)  BE18-3115176
利蒙治全国10,783羽16位
布瑞福全国3,755羽11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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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一岁鸽"

(Super Yearling)  BE19-3100661
利蒙治全国9,756羽21位
布瑞福全国4,238羽66位

"帅气248"

(Beauty 248)  BE18-3115248
利蒙治全国10,783羽14位
全国38.-67.-87.-241.-…

比利时~诺伯特&史蒂芬.亚里

"红宝贝430"

(Red Nestpender 430)
 BE12-3078430

"117号"

(Den 117)  BE18-3115117
亚精顿全国22,826羽60位
利蒙治全国10,783羽67位

 BE17-3042146

@丹尼尔&迪迪.普拉图
苏雅克全国 3,737 羽冠军
亚精顿全国 15,235 羽112位

 BE10-3049099

波提尔全省1,043羽冠军

"卢卡斯兄弟"

(Brother Lucas)  BE12-3111435
亚精顿全国12,187 羽46位
贾纳克全国3,879羽119位

基础种鸽
"672号"

(Den 672)  BE17-3011672
利蒙治全国9,661羽24位
奥尔良全省3,417羽64位

"帅气138"

(Schonen 138)  BE15-3126138
布瑞福全国5,929羽37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69位

 BE19-3100648

布瑞福全国 4,238 羽16位
亚精顿全国 23,258羽229位
利蒙治全国9,756羽249位

 BE05-3210455

"年轻舒马赫"
(Schumi Junior)
 BE13-3126131

"小盖雷雌"

(Gueretje)  BE14-3119232
盖雷全国16,619 羽22位

"安格拉姆先锋"

(Angouleme Vooruit)  BE17-3011637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冠军
利蒙治全国 7,236羽90位

"小盖雷雌宝贝"

(Nestpender Gueretje)  BE17-3134061
利蒙治全国15,979 羽19位
图勒全国3,064羽162位

 BE19-3100708

亚精顿全国 23,258 羽8位
苏雅克全国7,514羽12位
欧瑞拉克全国3,004羽81位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白头雌"

(Wittekopje)  BE16-3073419
KBDB全国最佳鸽舍亚军功臣

"亚伦天才"

(Aaron Talent)  BE17-3134075
布瑞福全国3,755 羽4位

"财富号"

(Treasure)
 BE16-3073499

"新舒马赫"

(New Schumi)  BE15-3126131
15年KBDB全国大中距离鸽王亚军
全国28.-38.-102.-113.-…

"新舒玛"

(New Schuma)  BE15-3126130
作为幼鸽8次进入前10%

"新内马尔"

(New Neymar)  BE18-3121469
KBDB 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全国5.-7.-115.-117.-…

"年轻内马尔"

(Neymar Junior)  BE17-3011652
KBDB全国幼鸽王季军

= 舒马赫子代
= 舒马赫孙代
= 舒马赫曾孙代
= 在本场拍卖会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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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马赫家族

比利时~诺伯特&史蒂芬.亚里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年轻舒马赫"
(Schumi Junior)  BE13-3126131
半兄弟 "卢卡斯" 的孙代荣获:
2017年中国开创者俱乐部鸽王
冠军

作育孙代：
"安格拉姆先锋":
安格拉姆全国9,555羽冠军

诺伯特.亚里名副其实的基础种鸽

"新内马尔":
2020年KBDB
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苏雅克全国6,668羽5位
欧瑞拉克全国2,849羽7位
利蒙治全国 15,979羽115位
图勒全国7,155羽117位

作育子代 "新舒马赫" 荣获:
KBDB全国大中距离幼鸽王亚军
伊苏丹全国11,984羽28位
亚精顿全国18,363羽38位
波治全国大区11,401羽65位
亚精顿全国11,223羽102位
利蒙治全国6,946羽113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218位
作育子代 "小盖雷雌" 获得
盖雷全国16,619羽22为
子代BE19-3100708获得
亚精顿全国 23,258 羽8位
苏雅克全国 7,514 羽12位
欧瑞拉克全国 3,004 羽81位

父亲: (Sch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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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内马尔":
2017年KBDB
全国小中距离幼鸽王季军
杜尔斯全省6,741羽4位
杜尔斯全省1,483羽5位
布洛瓦全省2,380羽15位
奥尔良全省3,398羽27位
蓬图瓦兹全省 18,184羽34位

母亲: (Gouda)

"舒马赫"

"豪达"

 BE04-3006131
超级赛将和种鸽
作育子代 "卢卡斯"
是超级赛将和种鸽

 BE12-3111204
超级赛将和种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
"尼尔斯" 直孙女

> 舒马赫家族

安格拉姆全国赛冠军,
出类拔萃的表现
2018年8月4日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的BE17-3011637震动了世
界。在热浪逆风中 这羽灰雄如同火箭般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飞行空距
652公里。他获得全国一岁鸽5,030羽冠军, 也17分钟领先优势取得
9,555羽最高分速, 惊人的领先！难怪他的名字称为 "安格拉姆先锋"。
安格拉姆全国赛成鸽冠军就是乔尔.佛斯豪特的铭鸽 "阿曼多"。 "安格
拉姆先锋" 的分速为1059,99米/分, 而 "阿曼多" 的分速为1016,33
米/分-领先26分钟。除了 "安格拉姆先锋", 亚里血系在这场艰苦的
KBDB全国经典赛表现出色。
诺伯特和史蒂芬的 "葛斯顿
170" 获得安格拉姆全国成鸽
4,525羽5位…鲁迪.狄萨尔
以50%亚里血统鸽取得安格
拉姆全国一岁鸽5,030羽5位,
出自 "宝贝罗纳尔多" X "内马
尔之母" …雅克和吉诺.米斯彼
勒(Jacques & Gino Mispelaere )的2018年安格拉姆全
国一岁鸽4位也是一羽75%亚
里血统雌鸽。
 "安格拉姆先锋", 刚刚取得全国赛冠军...

"年轻舒马赫" 的外孙

父亲: (Son

Zidane)

"安格拉姆先锋"
母亲: (Gueretje)

"齐达内直子"

"小盖雷雌"

 NL13-1957868
威廉.迪布恩原舍

 BE14-3119232
"安格拉姆先锋" 之母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Angouleme Vooruit)  BE17-3011637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冠军 – 9,555羽分速最高
领先17分钟，非常艰难的比赛 (分速1059米/分) !
利蒙治全国7,236羽90位
杜尔斯全省3,478羽季军
亚精顿全国19,859羽178位
蓬图瓦兹全省 18,184羽7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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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马赫家族, "安格拉姆先锋" 的父母

威廉.迪布恩原舍鸽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齐达内直子"

"小盖雷雌"

(Son Zidane)  NL13-1957868

(Gueretje)  BE14-3119232

作出子代获得: 安格拉姆全国 9,555羽冠军 / 杜尔斯全省6,083 羽季军
杜尔斯全省3,478 羽季军 / 卡奥尔全国6,356 羽21位 / 波治全国8,424 羽28位
贾纳克全国5,117 羽49位 / 利蒙治全国7,236 羽90位 / 亚精顿全国19,859 羽178位
父亲: (Zidane)

20

母亲: (Rosalinde)

"新舒马赫" 全姐妹 / 作为幼鸽获得: 盖雷全国 16,619羽22位
作出子代 "安格拉姆先锋" 获得: 安格拉姆全国 9,555羽冠军
作出子代还获得: 杜尔斯全省3,478 羽季军 / 利蒙治全国15,979 羽19位 / 卡奥尔全国6,356 羽21位
波治全国8,424 羽28位 / 拉索特年全国 9,760羽89位 / 利蒙治全国7,236 羽90位
父亲: (Schumi Junior)

"齐达内"

"罗莎琳德"

"年轻舒马赫"

 NL07-1821614
2008年全国鸽王亚军

 NL08-1543464
2009年全国鸽王季军

 BE13-3126131
超级种公 / "卢卡斯" 的半兄弟

母亲:

"贝尔"

(Belle)  BE12-3111366
出自 "葛斯顿039"
("奶酪小子"外孙) x "金姆全姐妹"

> 舒马赫家族, "安格拉姆先锋" 的子代

"黄金安格拉姆"

"安杰洛"

"安吉利诺"

(Golden Angouleme)  BE18-3132254

(Angelo)  BE20-3125845

(Angelino)  BE20-3025693

出自 "安格拉姆先锋" X 其母亲

出自 "安格拉姆先锋"
X "财富号"

出自 "安格拉姆先锋 X 豪达"

父亲: (Angouleme Vooruit)

"安格拉姆先锋"
 BE17-3011637
安格拉姆全国冠军,
领先17分钟

母亲:

"豪达"

(Gouda)  BE12-3111204
超级赛雌和种母
葛斯顿.范德瓦尔种公
"尼尔斯" 的孙女

父亲: (Angouleme Vooruit)

"安格拉姆先锋"
 BE17-3011637
安格拉姆全国冠军,
领先17分钟

母亲:

"小盖雷雌"

(Gueretje)  BE14-3119232
"安格拉姆先锋"的母亲
出自“年轻舒马赫”x
“贝尔”

父亲: (Angouleme Vooruit)

母亲: (Treasure)

"安格拉姆先锋"

"财富号"

 BE17-3011637
安格拉姆全国冠军,
领先17分钟

 BE16-3073499
出自“新舒马赫”x“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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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马赫家族, "安格拉姆先锋"的全兄弟姐妹

"安格拉姆先锋" 半兄弟

"安格拉姆先锋" 全姐妹

"小盖雷雌宝贝"

"莎琳娜"

(Nestpender Gueretje)  BE17-3134061
PIPA 排行榜4场比赛全国最佳赛将12位 / 2020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5位
利蒙治全国15,979 羽19位 / 奥尔良全省 3,417羽113位 / 图勒全国3,064 羽162位
布瑞福全国 3,755羽181位 / 布洛瓦全省 3,583羽184位
利蒙治全国10,319 羽258位 / 利蒙治全国9,661 羽290位
父亲: (Nestpender Ronaldo)

"罗纳尔多宝贝"
 BE08-3081207
超级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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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盖雷雌"

母亲:
(Gueretje)  BE14-3119232
"安格拉姆先锋"的母亲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Charlene)  BE15-3142169
2015年KBDB全国最佳鸽舍亚军功臣
拉索特年全国 9,760羽89位 / 查特路全省 1,902羽110位
伊苏丹全国 11,984羽177位
父亲: (Son Zidane)

"齐达内直子"
 NL13-1957868
威廉.迪布恩原舍种公

"小盖雷雌"

母亲:
(Gueretje)  BE14-3119232
"安格拉姆先锋" 的母亲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 舒马赫家族, "安格拉姆先锋"的兄弟姐妹

"安格拉姆先锋" 全姐妹
 同窝姐妹

"小波治雌"

"安格拉姆漂亮全姐妹"

(Bourgeke)  BE17-3011592

(Beauty Sister Angouleme)  BE17-3011591

波治908羽冠军 –波治全省5,486 羽15位

作出子代获得:
查特顿全省7,170 羽25位
波治全省1,486 羽38位
查特顿全省7,170 羽59位
查特路全省 777羽60位

父亲: (Son Zidane)

"齐达内直子"
 NL13-1957868
威廉.迪布恩原舍种公

"小盖雷雌"

母亲:
(Gueretje)  BE14-3119232
"安格拉姆先锋" 的母亲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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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马赫家族, "新舒马赫"

比利时~诺伯特&史蒂芬.亚里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作育

"新舒马赫"
(New Schumi)  BE15-3126131
"年轻舒马赫" 的直子
"小盖雷雌" 全兄弟
2015年KBDB全国幼鸽王亚军
伊苏丹全国 11,984羽28位
亚精顿全国18,363 羽38位
波治全国大区11,401 羽65位
亚精顿全国11,223 羽102位
利蒙治全国6,946 羽113位
拉索特年全国 9,760羽218位

父亲: (Schumi

"新舒玛" 同窝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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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ior)

母亲: (Belle)

"年轻舒马赫"

"贝尔"

 BE13-3126131
超级种公
"卢卡斯" 的半兄弟

 BE12-3111366
出自 "葛斯顿039"
("奶酪小子" 的外孙) x "金姆全姐妹"

> 舒马赫家族

"年轻舒马赫" 孙代 &
"豪达" 回血直女

"亚伦"

"财富号"

(Aaron)  BE12-3111421

(Treasure)  BE16-3073499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7位 / 利蒙治全国7,221 羽7位
莱邦纳全国5,024 羽9位 / 亚精顿全国大区3,403 羽19位
杜尔斯全省6,400 羽27位 / 布瑞福全国 6,842羽43位
利蒙治全国8,303 羽53位 / 图勒全国6,972 羽57位
父亲: (Lucky Erik)

母亲: (Blauwke 489)

作出子代获得: 布瑞福589羽冠军 –全国3,755羽4位
KBDB全省全能亚军 / 贾纳克全省230 羽季军
查特路全省 2,343羽8位 / 查特路全省 4,976羽12位
杜尔斯全省3,478 羽21位 / 布洛瓦全省 3,501羽30位
父亲: (New Schumi)

"幸运爱力克"

"灰雌489"

"新舒马赫"

 BE10-3075591
超级种公

 BE07-3034489
"罗纳尔多" 的直女

 BE15-3126131
KBDB全国鸽王亚军 /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母亲:

"豪达"

(Gouda)  BE12-3111204
超级赛雌和种雌
葛斯顿.范德瓦尔的种公 "尼尔斯" 的孙代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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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马赫家族

比利时~诺伯特&史蒂芬.亚里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内马尔"
(Neymar)
 BE13-3126093



不在本次拍卖之中
– 已在2018年售出
 "内马尔" 被开尔鸽业引进

"亚伦天才"
(Aaron Talent)  BE17-3134075
布瑞福全国 3,755羽4位 / 贾纳克联省1,139 羽18位
奥尔良全省 3,471羽23位 / 布洛瓦全省 3,367羽41位
布洛瓦全省 3,289羽61位 / 布洛瓦全省 3,583羽84位
利蒙治全国9,661 羽128位
父亲: (Aaron)

母亲: (Treasure)

 BE12-3111421

 BE16-3073499
出自 "新舒马赫" X "豪达"

"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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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号"

蒙托邦全国6,119羽冠军 –领先10分钟 / 布瑞福全国 3,850羽亚军
PIPA排行榜 3场长距离赛全国最佳赛将亚军 / 2014年KDBD全国长距离鸽王6位
图勒全国5,731 羽39位 / 利蒙治全国6,907 羽54位 / 利蒙治全国8,303 羽177位
作出子代代表: "新内马尔" (New Neymar): 2020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年轻内马尔" (Neymar Junior): 2017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鸽王季军

"内马尔"

遇见

"舒马赫"

> 舒马赫家族, "新舒玛"
作为幼鸽8次入赏
前10%

"新舒玛"
(New Schuma)  BE15-3126130
"年轻舒马赫" 直女
"新舒马赫" 同窝姐妹
"小盖雷雌" 全姐妹
作出子代:
"新内马尔" (New Neymar)
2020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苏雅克全国6,668羽5位
欧瑞拉克全国2,849羽7位
利蒙治全国15,979羽115位
图勒全国7,155羽117位
"年轻内马尔" (Neymar Junior)
2017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幼鸽王季军
杜尔斯全省6,741羽4位
杜尔斯全省1,483羽5位
布洛瓦全省2,380羽15位
奥尔良全省3,398羽27位
蓬图瓦斯全省18,184羽34位

父亲: (Schumi

作育2羽子代获得
KBDB全国鸽王季军

Junior)

母亲: (Belle)

"年轻舒马赫"

"贝尔"

 BE13-3126131
超级种鸽
"卢卡斯" 半兄弟

 BE12-3111366
"葛斯顿039"
("奶酪小子" 直孙) x "金姆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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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马尔&舒马赫家族, "新内马尔"

比利时~诺伯特&史蒂芬.亚里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新内马尔", 2020年7天内
取得2项全省冠军！
2020赛季亚里的最佳赛鸽肯定要非 "新内马尔" (BE183121469 New Neymar) 莫属。在8月最初2个周末他便展
现了超凡品质。8月1日他获得苏雅克全省693公里1,310羽
冠军。这场比赛异常艰苦，他取得分速1216米/分…一周后
的欧瑞拉克赛称为2020赛季最艰苦的比赛, 气温超过35℃;
在这样的环境下亚里的赛鸽经常能够取得出色表现 。"新内马
尔" 那天表现出色。他取得全省680公里516羽冠军, 领先优
势达到23分钟！绝对超级。
两项成绩都进入全国前10位, 尽管风向不利。 "新内马尔" 还
在利蒙治赛取得顶级成绩-这次是顺风-他最终获得2020年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顶级品质再次在鸽系发挥作用;
父亲是蒙托邦冠军 "内马尔", 母亲 "新舒玛" 出自当今第一育
种配对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也是超级明星 "安格拉姆先
锋" 母亲的全姐妹。

"新内马尔"

(New Neymar)  BE18-3121469
出自 "内马尔" x "新舒玛"
"年轻舒马赫" 直孙

父亲:

"内马尔"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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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新舒玛"

(New Schuma)  BE15-3126130
超级种鸽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2020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季军
苏雅克全国6,668羽5位
欧瑞拉克全国2,849羽7位
利蒙治全国15,979羽115位
图勒全国7,155羽117位

"年轻内马尔"
全兄弟

> 内马尔和舒马赫家族, "年轻内马尔"

"年轻内马尔"
(Neymar Junior)  BE17-3011652
出自 "内马尔" x "新舒玛"
"年轻舒马赫" 直孙
2017年KBDB全国小中距离幼鸽王季军
杜尔斯全省6,741羽4位
杜尔斯全省1,483羽5位
布洛瓦全省2,380羽15位
奥尔良全省3,398羽27位
蓬图瓦斯全省18,184羽34位

父亲: (Neymar)

"内马尔"
"新内马尔"
全兄弟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
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母亲: (New

Schuma)

"新舒玛"

 BE15-3126130
超级种鸽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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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内马尔和年轻内马尔全兄弟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内马尔直子789"

"内马尔直子790"

(Son Neymar 789)  BE18-3105789

(Son Neymar 790)  BE18-3105790

"新内马尔" 和 "年轻内马尔" 全兄弟

"新内马尔" 和 "年轻内马尔" 全兄弟

"内马尔"

父亲: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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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诺伯特&史蒂芬.亚里

"新舒玛"

母亲:
(New Schuma)  BE15-3126130
超级种鸽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内马尔"

父亲: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新舒玛"

母亲:
(New Schuma)  BE15-3126130
超级种鸽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 内马尔其他子代

"内马尔直子539"

"内马尔直女878"

(Son Neymar 539)  BE16-3131539

(Daughter Neymar x Goudina)  BE17-3012878

利蒙治全国10,554羽57位 / 图勒全国6,206羽83位
安格拉姆全国 4,525羽108位 / 贾纳克全国5,371羽130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274位

作出子代获得：冯特内全省2,816羽13位
布瑞福全国 4,238羽53位
亚精顿全省4,305羽237位

父亲:

"内马尔"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母亲: (Daughter Federer x daughter Zorro)

"费德勒" x
"佐罗直女618" 直女
 BE10-3173514

"内马尔"

父亲: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母亲: (Goudina)

"豪迪娜"

 BE15-3126204
出自 "葛斯顿039" x "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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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马尔其他子代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帅气内马尔"

"小花头内马尔579"

(Beauty Neymar)  BE17-3011700

(Sproetje Neymar 579)  BE17-3011579

作出子代：查特路全省3,721羽27位
布洛瓦全省3,501羽40位 / 波治全省2,932羽197位
利蒙治全国9,756羽206位 / 布瑞福全国4,238羽264位
苏雅克全国7,514羽303位

作出子代:
查特路全省3,721羽16位 / 布洛瓦全省2,294羽25位
查特顿全省3,129羽118位

父亲:

"内马尔"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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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Goudina)

"豪迪娜"

 BE15-3126204
出自 "葛斯顿039" x "豪达"

"内马尔"

父亲: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母亲: (Daughter Blue Gaston x Daughter Lucky 848)

"葛斯顿" x
"幸运848号直女913" 直女
 BE12-2194422

> 内马尔其他子代

父亲:

"内马尔先生"

"妮拉"

"妮玛"

(Mr. Neymar)  BE18-3132268

(Neyla)  BE18-3132299

(Neyma)  BE18-3132300

"安格拉姆先锋"
半兄弟

"安格拉姆先锋"
半姐妹

"安格拉姆先锋"
半姐妹

"内马尔"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
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母亲:

"小盖雷雌"

(Gueretje)  BE14-3119232
"安格拉姆先锋" 之母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父亲:

"内马尔"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
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母亲:

"小盖雷雌"

(Gueretje)  BE14-3119232
"安格拉姆先锋" 之母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父亲:

"内马尔"

(Neymar)  BE13-3126093
蒙托邦全国冠军和KBDB
全国鸽王6位
顶尖赛将和种鸽

母亲:

"小盖雷雌"

(Gueretje)  BE14-3119232
"安格拉姆先锋" 之母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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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舒马赫全兄弟"

"舒马赫宝贝"
(Nestpender Schumi)  BE12-3078431
作育子代：
杜尔斯全省3,478羽冠军
利蒙治全国10,783羽14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24位
布瑞福全国5,929羽37位
亚精顿全国22,826羽38位

苏雅克全国6,668羽67位
查特路全国29,591羽69位
贾纳克全国4,940羽73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87位
图勒全国7,447羽152位
利蒙治全国15,979羽166位

 作育

"帅气248"
(Beauty 248)  BE18-3115248
利蒙治全国10,783羽14位
亚精顿全国22,826羽38位
苏雅克全国6,668羽67位
苏雅克全国 4,056羽87位
利蒙治全国15,979羽241位

"年轻舒马赫" 全兄弟

父亲: (Nestpender Schumi)

"舒马赫宝贝"
 BE12-3078431
出自 "舒马赫" X "豪达"

"舒马赫"

父亲:
(Schumi)  BE04-3006131
超级赛鸽和种鸽
超级赛鸽和种鸽 "卢卡斯" 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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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达"

母亲:
(Gouda)  BE12-3111204
超级赛鸽和种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 "尼尔斯" 直孙女

母亲: (Sylvia)

"舒马赫"X "豪达"
配对的直孙

"席尔维娅"
 BE10-3075616
盖比.凡德纳比 "闪电号" 直孙女

> 舒马赫家族, "舒马赫宝贝" 其它子代

"帅气248"
全兄弟

"帅气248"
全兄弟

"帅气248"
半兄弟

"帅气138"

"帅气544"

"672号"

(Schonen 138)  BE15-3126138

(Schonen 544)  BE17-3011544

(Den 672)  BE17-3011672

布瑞福全国5,929羽37位 / 查特路全国29,591羽69位
查特顿全省2,587羽141位 / 图勒全国7,447羽152位
莱邦纳全国 3,927羽182位 / 利蒙治全国9,162羽345位

布洛尼138羽冠军 / 贾纳克全国4,940羽73位
杜尔斯全省3,478羽79位 / 利蒙治全国15,979羽166位
图勒全国6,206羽322位 / 苏雅克全国6,668羽407位

作育子代：布瑞福全国4,238羽16位
亚精顿全省 4,305羽58位 / 查特路全省5,555羽66位
亚精顿全国23,258羽229位 / 利蒙治全国9,756羽249位

作育子代：波提尔全省2,854羽亚军
亚精顿全省2,971 羽12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24位
奥尔良全省3,417羽64位
布洛瓦全省3,583羽152位
利蒙治全国15,979羽327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363位

父亲: (Nestpender Schumi)

"舒马赫宝贝"
 BE12-3078431
出自 "舒马赫" X "豪达"

母亲:

"席尔维娅"

(Sylvia)  BE10-3075616
盖比.凡德纳比
"闪电号" 直孙女

父亲: (Nestpender Schumi)

"舒马赫宝贝"
 BE12-3078431
出自 "舒马赫" X "豪达"

母亲:

"席尔维娅"

(Sylvia)  BE10-3075616
盖比.凡德纳比
"闪电号" 直孙女

父亲: (Nestpender Schumi)

"舒马赫宝贝"
 BE12-3078431
出自 "舒马赫" X "豪达"

母亲:

"馥莉西娅"

(Freesia)  BE13-3080249
鲁迪.狄萨尔原舍
"大白鲨" 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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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马赫家族, "年轻舒马赫" 同窝姐妹

 作育

"年轻舒马赫女孩"

"阿琳"

"469号雌"

(Young Schumi Girl)  BE13-3126130

(Arlene)  BE13-3126500

(469 Hen)  BE16-3073469

作育子代：
杜尔斯全省6,083羽亚军
苏雅克全国4,056 羽9位
布洛瓦全省1,400羽15位
布洛瓦全省3,583羽44位
蓬图瓦兹全省7,565羽109位

本身获得: 查特路全省2,328羽37位
杜尔斯全省1,076羽58位 / 杜尔斯全省2,540羽67位

父亲: "舒马赫"

(Schumi)  BE04-3006131
超级赛鸽和种鸽
超级赛鸽和种鸽 "卢卡斯"
之父
36



母亲:

"豪达"

(Gouda)  BE12-3111204
超级赛鸽和种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 "尼尔斯"
直孙女

父亲: (Aaron)

母亲: (Young Schumi Girl)

"亚伦"

"年轻舒马赫女孩"

 BE12-3111421
KBDB全国鸽王7位

 BE13-3126130
出自 "舒马赫" X "豪达"

作育子代: 布瑞福全国4,238羽16位
亚精顿全省4,305羽58位 / 查特路全省5,555羽66位
亚精顿全国23,258羽229位
父亲: "341号"

(Den 341)  BE12-3111341
"罗纳尔多" 外孙
父亲 "葛斯顿039",
"奶酪小子" 外孙

母亲: (Young Schumi Girl)

"年轻舒马赫女孩"
 BE13-3126130
出自 "舒马赫" X "豪达"

> 舒马赫家族, "舒马赫" 超级直子 "卢卡斯"

"卢卡斯"
(Lucas)  BE10-3075506
苏雅克全国7,760羽亚军
亚精顿全国19,782羽15位
查特路全国16,479羽58位
查特路全国25,263羽142位
利蒙治全国14,679羽182位
波治全国20,589羽227位
蒙吕松全国17,865羽273位

 陈仕义先生和2017年
北京开创者俱乐部鸽王冠军



作育孙代: 2017年北京
开创者俱乐部鸽王冠军

不在拍卖会出售

中国极速鸽舍陈仕义先生在2012年PIPA诺伯特.亚里拍卖会
引进了2羽明星鸽; "卢卡斯" 和 "石板灰苏雅克" ("内马尔" 的
父亲)。 "卢卡斯" 的直孙女后来获得北京开创者俱乐部鸽王冠
军, 这是中国最具重量级的赛事。

父亲:

"舒马赫"

(Schumi)  BE04-3006131
基础种公

母亲:

"小波莉"

(Bolleke)  BE05-3083812
"莱娜" 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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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马尔" 半兄弟

"宝贝卢卡斯"

"117号"

(Nestpender Lucas)  BE12-3078407
父亲 "卢卡斯" 孙代: 2017年开创者俱乐部鸽王冠军
利蒙治全国8,303羽季军 / 卡奥尔全国6,164羽10位 / 布瑞福全国8,674羽147位
蒙吕松全国 14,230羽165位 /莱邦纳全国3,927羽166位
贾纳克全国3,726羽184位 / 图勒全国6,101羽191位
作育子代BE19-3100661: 利蒙治全国9,756羽21位
PIPA排行榜3场长距离赛全国鸽王22位 / 亚精顿全国大区7,260羽57位
布瑞福全国4,238羽66位 / 苏雅克全国7,514羽245位

"卢卡斯"

父亲:
(Lucas)  BE10-3075506
2017年开创者俱乐部鸽王冠军祖父
2011-2012年鸽舍最佳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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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Daughter Provincial Poitiers)

(Den 117)  BE18-3115117
亚精顿全国22,826羽60位
利蒙治全国10,783羽67位
杜尔斯全省2,434羽188位
苏雅克全国4,056羽202位
父亲: (Brother Lucas)

母亲: (Sister Belle)

"波提尔全省号直女"

"卢卡斯全兄弟"

"贝尔全姐妹"

 BE11-3050244
"内马尔" 之母 / 马克.波林原舍

 BE12-3111435
出自 "舒马赫" X "小波莉"

 BE13-3073566
出自 "葛斯顿039" X "金姆全姐妹"

> 舒马赫家族, "豪达" 子代

"安格拉姆先锋半兄弟"

"豪达直女206"

(Halfbrother Angouleme Vooruit)  BE16-3131555

(Daughter Gouda 206)  BE14-3119206

贾纳克全国5,117羽50位
图勒全国9,578羽143位
贾纳克全国5,371羽259位

查特顿全省5,374羽12位 / 波治全省2,101羽99位

"齐达内直子"

父亲:
(Son Zidane)  NL13-1957868
威廉.迪布恩原舍
"安格拉姆先锋" 之父

作育子代获得: 查特顿1,012羽冠军
阿让国际12,433羽69位 / 莱邦纳全国2,893羽96位

"豪达"

母亲:
(Gouda)  BE12-3111204
超级赛雌和种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的 "尼尔斯" 直孙女

父亲: (De 404)

"404号"
 BE11-3036404
"罗纳尔多" 孙代

"豪达"

母亲:
(Gouda)  BE12-3111204
超级赛雌和种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的 "尼尔斯" 直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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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尔多" 直孙女

"罗纳尔多" 直孙女

"豪达直女881"

"豪达直女485"

(Daughter Gouda 881)  BE17-3012881

(Daughter Gouda 485)  BE13-3126485

作育子代获得:
亚精顿全省4,647羽65位

作育子代获得: 奥尔良全省2,690羽11位
亚精顿全省4,305羽22位
利蒙治全国9,756羽61位
苏雅克全国7,514羽133位

父亲: (Nestpender Ronaldo)

"罗纳尔多宝贝"
 BE08-3081207
超级种鸽 / "罗纳尔多" 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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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达"

母亲:
(Gouda)  BE12-3111204
超级赛雌和种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的 "尼尔斯" 直孙女

父亲: (Young Ronaldo)

"年轻罗纳尔多"
 BE09-3018085
"罗纳尔多" 直子

"豪达"

母亲:
(Gouda)  BE12-3111204
超级赛雌和种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的 "尼尔斯" 直孙女

> 内马尔半兄弟

"内马尔" 半兄弟
"年轻舒马赫"
外孙女

"219号"

 作育

 作育

"石板灰帅哥"

(Den 219)  BE18-3115219

(Schalie Beauty)  BE12-3078469

查特顿全省3,305羽8位
利蒙治全国15,979 羽82位

作育子代获得: 杜尔斯全省6,741羽冠军 / 布洛瓦全省3,367羽冠军 /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13位
伊苏丹全国11,984羽24位 / 利蒙治全国15,979羽82位 / 利蒙治全国6,946羽114位
利蒙治全国9,162羽123位 / 查特路全国9,540羽152位 / 利蒙治全国7,236羽292位

父亲: (Schalie Beauty)

母亲: (Nestsister Gueretje)

"石板灰帅哥"

"小盖雷雌同窝姐妹"

 BE12-3078469
"内马尔" 半兄弟

 BE14-3119233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父亲: (Schalie Souillac)

母亲: (Het 418’tje)

"石板灰苏雅克号"

"418号雌"

 BE10-3075514
"内马尔" 之父

 BE11-3036418
拿邦全省冠军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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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马尔" 半兄弟

"阳光号"

"布洛瓦全省号"

(Sunshine)  BE15-3126238

(Provincial Blois)  BE17-3011601

在晴朗和炎热天气获得最佳赛绩

布洛瓦全省3,367羽冠军 / 查特路全省2,992羽32位
杜尔斯全省6,741羽132位 / 波提尔全省4,596羽196位 / 利蒙治全国7,236羽292位
作育子代获得: 布洛瓦全省 5,474 羽8位 / 查特顿全省 7,170 羽25位
波治全省1,486 羽38位 / 查特顿全省7,170 羽59位

拉索特年全国9,760羽13位 / 伊苏丹全国11,984羽24位
利蒙治全国6,946羽114位 / 利蒙治全国9,162羽123位 / 查特路全国 9,540羽152位
作育子代获得:查特路全省3,036羽亚军
父亲: (Schalie Beauty)

"石板灰帅哥"
 BE12-3078469
"内马尔" 半兄弟
42

母亲: (Daughter Young Bordeaux x Sylvia)

父亲: (Schalie Beauty)

母亲: (Daughter Provincial Poitiers)

"年轻波尔多号直女"

"石板灰帅哥"

‘"波提尔全省号直女"

 BE13-3126067
"超级闪电号" 和 "佐罗" 的回血鸽

 BE12-3078469
"内马尔" 半兄弟

 BE11-3050244
"内马尔" 之母 / 马克.波林原舍

V

> 幸运爱力克血系图表
"亚伦天才"

"拉索特年"

(Aaron Talent)  BE17-3134075
布瑞福全国3,755羽4位
利蒙治全国9,661羽128位

(La Souterraintje)  BE14-3147210
14年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877羽冠军
15年拉索特年全国2548羽亚军

"克莱蒙先锋"

"亚伦"

(Clermont Vooruit)  BE16-3131570
克莱蒙全省8,501羽冠军
图勒全国9,578羽114位

(Aaron)  BE12-3111421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7位
全国7.-9.-43.-53.-57.-…

"阿拉贝拉"

"112号"

(Arabelle)
 BE15-3126121
8周内7次入赏前10%

(Den 112)  BE14-3119112
利蒙治全国 6,272羽39位
阿让全国4,405羽85位

"晚生幸运"

"幸运爱力克"
(Lucky Erik)
 BE10-3075591
超级种鸽,出自:
幸运号 ("白腹号"血系) X
爱丽卡 ("阳光斗士" 和
"史莫伦兄弟"
血系,马歇尔.阿布瑞契)

(Late Lucky)  BE16-3131560
贾纳克全国5,117 羽39位
安格拉姆全国 4,525羽57位

"贾纳克"

(De Jarnac)  BE17-3011653
贾纳克全国4,940羽亚军
全国13.-75.-85.-…

"贾纳克同窝"

(Nestmate Jarnac)  BE17-3011654
布洛瓦全省3,367羽9位
利蒙治全国 13,569 羽61位

"144号"

"阿琳"

(Arlene)
 BE13-3126500

 BE15-3126219

(De 144)  BE19-3116144
布瑞福全国 4,238羽53位

"176号"

(De 608)  BE19-3100608
查特顿 1,012 羽全国

利蒙治全国6,946 羽4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165位

"608号"

"197号"

(De 197)  BE15-3126197
杜尔斯全省 6,083 羽亚军

"521雌"

(The 521 Hen)  BE16-3131521
作育子代:
全国21.-66.-245.-…

(Den 176)  BE18-3115176
利蒙治全国 10,783羽16位
布瑞福全国 3,755 羽118位

= 幸运爱力克子代
= 幸运爱力克孙代

"白尾约翰"

(Witslag John)  BE18-3115280
苏雅克全国 4,056羽9位

= 幸运爱力克曾孙代
= 在本场拍卖会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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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 半兄弟

"亚伦" 半兄弟

"贾纳克号"

"贾纳克号同窝兄弟"

(De Jarnac)  BE17-3011653

(Nestmate Jarnac)  BE17-3011654

贾纳克全国4,940羽亚军–全省997羽冠军 / 蒙托邦全国5,405羽13位
图勒全国6,206羽75位 / 利蒙治全国13,569羽85位 / 莱邦纳全国4,605羽140位
杜尔斯全省6,741羽246位 / 亚精顿全国19,859羽294位

布洛瓦全省3,367羽9位
杜尔斯全省6,741羽48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61位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154位
莱邦纳全国2,893羽184位
苏雅克全国3,737羽234位
利蒙治全国7,236羽243位

父亲: (Lucky E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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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窝兄弟

2018年及以前出生全部鸽和2020年精选幼鸽拍卖

母亲: (Halfsister Gouda)

"幸运爱力克"

"豪达半姐妹"

 BE10-3075591
超级种公

 BE12-3118818

> 幸运爱力克家族

GRANDDAUGHTER
RONALDO
 作育

 作育

"亚伦"

"阿拉贝拉"

"521号雌"

(Aaron)  BE12-3111421

(Arabelle)  BE15-3126121

(The 521 Hen)  BE16-3131521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7位 / 利蒙治全国7,221羽7位
莱邦纳全国5,024羽9位 / 亚精顿全国大区3,403羽19位
杜尔斯全省6,400羽27位 / 布瑞福全国6,842羽43位
利蒙治全国8,303羽53位 / 图勒全国6,972羽57位

作为幼鸽8周内7次入赏前10%

查特路全省2,328羽23位
杜尔斯全省3,353羽162位
贾纳克全国5,117羽212位
杜尔斯全省6,720羽256位

母亲: (Blauwke 489)

父亲: (Aaron)

"幸运爱力克"

"灰雌489"

"亚伦"

"灰惊喜"

 BE10-3075591
超级种公

 BE07-3034489
"罗纳尔多" 直女

 BE12-3111421
"幸运爱力克" 直子

 BE10-3177907
"舒马赫" 直女

父亲: (Lucky Erik)

母亲: (Blue Surprise)

作育子代获得:
利蒙治全国9,756羽21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7,260羽57位
布瑞福全国4,238羽66位
苏雅克全国7,514羽24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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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兄弟 "内马尔"

"晚生幸运号"

"112号"

"176号"

(Late Lucky)  BE16-3131560

(Den 112)  BE14-3119112

(Den 176)  BE18-3115176

贾纳克全国5,117羽39位 /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57位
布瑞福全国9,278羽246位 / 贾纳克全国5,371羽250位

查特顿全省4,003羽26位
利蒙治全国6,272羽39位
阿让全国4,405羽85位

利蒙治全国10,783羽16位
布瑞福全国3,755羽118位

作育子代获得:
布洛瓦全省4位 / 波提尔全省18位
父亲: (Lucky Erik)

"幸运爱力克"
 BE10-3075591
超级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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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Daughter Provincial Poitiers)

"波提尔全省号直女"
 BE11-3050244
"内马尔" 之母 / 马克.波林原舍

父亲: (Lucky Erik)

"幸运爱力克"
 BE10-3075591
超级种鸽

母亲: (Daughter
Bordeaux x Daughter Zorro 618)

"波尔多号" x
"佐罗直女618号" 直女
 BE11-3122919

父亲: (Lucky Erik)

母亲: (Nestpender Hen 352)

"幸运爱力克"

"雌宝贝352"

 BE10-3075591
超级种鸽

 BE12-3171352
"舒马赫" 孙女

> 奶酪小子血系

"341号"
(Den 341)  BE12-3111341
拉索特年全国11,236羽4位
苏雅克全国3,641羽29位
利蒙治全国8,303羽47位
亚精顿全国25,949羽58位
莱邦纳全国5,024羽63位

作育子代获得：
KBDB全省大中距离幼鸽王冠军
查特顿全省7,622羽14位
亚精顿全国23,258羽38位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48位
波治全国28,446羽79位
图勒全国9,578羽95位

 作育

"强壮560"
(Strong 560)  BE16-3073560

"葛斯顿039"

父亲:
(De Gaston 039)  BE11-6119039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旋风配对直子" x "奶酪小子直女"

母亲: (Daughter Ronaldo 304)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48位
查特路全省4,532羽75位
查特顿全省3,753羽85位
图勒全国9,578羽95位
利蒙治全国13,569羽106位
莱邦纳全国3,176羽152位
莱邦纳全国4,605羽183位
利蒙治全国15,789羽214位
卡奥尔全国6,903羽258位

"罗纳尔多直女304"
 BE07-303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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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全姐妹"

"小盖雷雌同窝姐妹"

(Sister Belle)  BE16-3073566

(Nestsister Gueretje)  BE14-3119233

全姐妹 "贝尔" 作育子代: "小盖雷雌"、"新舒马赫"、"新舒玛"

作为幼鸽获得:
拉索特年全国大区2,877羽35位 / 杜尔斯全国大区4,436羽73位

作为幼鸽获得: 查特顿全省1,887羽8位 / 查特顿全省3,594羽23位
作育子代获得: 亚精顿全国23,260羽8位—全省5,665羽冠军 / 苏雅克全国7,514羽12位
亚精顿全国22,826羽60位 / 利蒙治全国10,783羽67位 / 欧瑞拉克全国3,004羽81位

"葛斯顿039"

父亲:
(De Gaston 039)  BE11-6119039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旋风配对直子" x "奶酪小子直女"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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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Sister Kim)

作育子代: "219号" (Den 219 BE18-3115219)
查特顿全省3,305羽8位 / 利蒙治全国15,979羽82位
父亲: (Schumi Junior)

"金姆全姐妹"

"年轻舒马赫"

 BE11-6119185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BE13-3126131
超级种鸽 / "卢卡斯" 半兄弟

母亲:

"贝尔"

(Belle)  BE12-3111366
出自葛斯顿 039
("奶酪小子" 外孙) x "金姆全姐妹"

> 其他超级鸽

"葛斯顿039" 直子

葛斯顿.
范德瓦尔原舍

"170号"

"琪塔"

(Gaston 170)  BE15-3142170
安格拉姆全国4,525羽5位 / 贾纳克全国5,134羽36位
作育子代获得：利蒙治全省2,139羽8位 / 奥尔良全省2,690 羽11位
亚精顿全省4,305羽22位 / 利蒙治全国9,756羽61位
亚精顿全省4,647羽65位 / 苏雅克全国7,514羽133位

"葛斯顿039"

父亲:
(De Gaston 039)  BE11-6119039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旋风配对直子" x "奶酪小子直女"

母亲: (Mother Gaston 170)

(Zita)  BE13-6062030
波治全国大区5,666羽82位 / 拉索特年全国13,089羽95位
作育子代获得: 贾纳克全国3,904羽10位 / 2016年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11位
亚精顿全国23,258羽38位 / 波治全国28,446羽79位
布洛瓦全省3,501羽103位 / 图勒全国7,322羽139位

"葛斯顿170之母"

父亲: (Inbred Olympiade 003)

"奥林匹克号回血"

母亲: (Inbred Argenton Line)

 BE14-6306506
"奶酪小子" 外孙女

 BE11-2202859
伊夫.范德波尔

 BE11-6326794
英格斯兄弟

"亚精顿号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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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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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邦纳全姐妹"

"115号"

"801号"

(Sister Libourne)  BE12-3111308

(Den 115)  BE18-3115115

(Den 801)  BE12-3118801

全兄弟姐妹获得:
莱邦纳全国8,269羽亚军
拿邦全国7,027羽94位

奥尔良全省4,168羽季军
欧瑞拉克全国2,849羽37位
苏雅克全国6,668羽51位
亚精顿全国大区6,398羽85位
亚精顿全省4,084羽159位

波提尔全国12,379羽21位 / 蒙托邦全国3,990羽51位
蒙托邦全国4,327羽172位 / 卡奥尔全国6,576羽279位

父亲: (Son Blue Ace)

母亲: (Daughter Geronimo)

"灰鸽王直子"

"吉洛尼莫直女"

 BE08-2239314
林伯格原舍

 BE08-4234194
霍夫林父子原舍

父亲: (Son Fondman)

母亲: (Sister Libourne)

"长征汉直子"

"莱邦纳号全姐妹"

 BE10-3183164

 BE12-3111308

作育子代获得: 布洛瓦全省3,583羽季军 / 阿让国际12,433羽69位
苏雅克全国6,668羽95位 / 莱邦纳全国2,893羽96位
蓬图瓦兹全省14,427羽163位 / 利蒙治全国10,319羽184位
父亲: (Son Blue Ace)

"灰鸽王直子"
 BE08-2239314
林伯格原舍

母亲: (Schoontje 511)

"美人511"
 BE10-3075511
出自 "闪电号直子" x
"舒马赫全姐妹"

> 其他超级鸽

克利斯.
赫博瑞原舍

"124号"
(Den 124)  BE13-3126124
拉索特年全省1,116羽27位 / 拿邦全省754羽27位
波品纳全国4,191羽46 位 / 利蒙治全国15,009羽80位
贾纳克全国3,741羽145位 / 波城全国2,581羽149位
圣维仙全国2,562羽188位 / 阿让全国4,405羽227位
蒙托邦全国4,327羽272位

"爱克半姐妹"
(Halfsister Ike)  BE15-4027203
作育子代获得:
杜尔斯全省6,741羽冠军 / 利蒙治全国7,236羽22位
查特路全国18,499羽112位 /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153位

父亲: (Federer Talent)

母亲: (Braaf Geschelptje)

父亲: (Jempy)

"杰比"

"火箭雌"

 BE11-3122864
超级种鸽 "费德勒" 直子

 BE12-3111225

 BE07-4373192
"爱克" 父亲

 BE12-4149003
"潘乔" 外孙女

"天赋费德勒"

"布拉夫斑雌"

母亲: (Raket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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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斯顿170全姐妹"

"年轻内马尔直子"

"黄金小豪达"

(Sister Gaston 170)  BE18-3132273

(Son Neymar Junior)  BE18-3132292

(Golden Gouda Jr.)  BE18-3105794

"内马尔" 半兄弟

"财富号" 全姐妹

"葛斯顿039" 直女
作育子代获得: 布洛瓦全省5,474羽40位
亚精顿全省4,647羽92位
父亲: (De Gaston 039)

"葛斯顿039"
 BE11-6119039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出自 "旋风配对直子" x
"奶酪小子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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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Mother Gaston 170)

"葛斯顿170之母"
 BE14-6306506
"奶酪小子" 外孙女

父亲: (Neymar Junior)

"年轻内马尔"
 BE17-3011652
KBDB全国鸽王季军
"内马尔" 直子

母亲:
(Daughter Provincial Poitiers)

"波提尔全省号直女"
 BE11-3050244
"内马尔" 之母
马克.波林原舍

父亲: (New Schumi)

"新舒马赫"
 BE15-3126131
KBDB全国鸽王亚军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贝尔"

母亲: (Gouda)

"豪达"

 BE12-3111204
超级赛将&种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尼尔斯" 直孙女

> 援外成绩

3周内获得3次全国冠军...
亚里.诺伯特鸽系非常适合杂交, 作育出长距离 (500-750公里) 超级赛将, 并能在特定天气条件下 (晴天、逆
风) 取得最佳发挥。这对于紧密关注赛鸽运动的鸽友们来说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如今这一事实再次得到了证
明。 2019年亚里.诺伯特的名字连续三周出现在全国冠军的血统书上, 分别是莱邦纳、苏雅克和图勒全国赛。
亚里鸽: "舒马赫" X "佐拉" 作育的直子配对 "小波莉" ("卢卡斯"

更多全国冠军…

母亲) 的一羽全姐妹。

> 比利时莫塞尔 (Moorsele) 的亚克&吉诺.米斯彼勒

是一羽100%亚里鸽, "丹尼尔" 本身是一羽超级赛将, 出自两羽

(Jacques & Gino Mispelaere)
-布瑞福全国13,762羽冠军
父亲 "全国波提尔号" 是一羽50%亚里.诺伯特鸽 ("霹雳魔"、
"波尔多" 血系)。"全国波提尔号" 本身在2013年获得了波提尔
全国13,814羽冠军。随后 "全国波提尔号" 成为顶级种公,
作育子 (孙) 代获得查特路全国亚军、安格拉姆全国4位、
利蒙治全国13位、利蒙治全国20位,….

其他顶级援外成绩…

 尤里.德布兰科

> 鲁迪.狄萨尔 (Rudi De Saer),
比利时雷塞莱德(Ruiselede)

> 比利时龙塞 (Ronse) 的尤里.德布兰科 (Youri Deblanc)
-2019年7月21日-莱邦纳全国成鸽组4,624羽冠军
冠军鸽的外祖母是亚里原舍鸽，她出自 "幸运号" (Lucky) X

 丹尼尔&迪迪.普拉图和米歇尔.史蒂夫林克
(Michel Steverlynck)

BE15-3142186 (通过PIPA拍卖会购买) 出自 "罗纳尔多"
直子 "罗纳尔多宝贝" (Nestpender Ronaldo), 作育子代获得:
安格拉姆全国5,030羽5位

"小罗娜丹" (Ronaldantje)。"小罗娜丹" 出自 "罗纳尔多" X
> 比利时欧赫姆 (Ooigem) 的卢克.蒂塔特 (Luc Tytgat)

KBDB全国长距离鸽王8位

-2019年8月3日-图勒全国13,361羽冠军

2019-2020年利蒙治最佳赛将9位

> 比利时吉勒贝克 (Zillebeke) 的丹尼尔&迪迪.普拉图 (D &

2019年图勒全国赛最高分速冠军的曾祖母是顶级种雌

利蒙治全国15,979羽17位

D Platteeuw) -2019年7月29日-苏雅克全国7,793羽冠军

"佛蕾特" (Forette)。"佛蕾特" 由诺伯特和史蒂芬.亚里作育,

利蒙治全国10,783羽20位

2019年苏雅克全国赛最高分速冠军的父亲 "丹尼尔" (Daniël)

是 "罗纳尔多" 和 "霹雳魔" (Primus) 的孙代。

贾纳克全国4,940羽26位

"小波莉" ("卢卡斯" 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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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尔.佛斯豪特 (Joël Verschoot),

2020年查特路全国6,306羽7位

比利时因赫尔明斯特尔(Ingelmunster)

2020年PIPA排行榜8场国家赛最佳赛将9位

超级赛将 "康达多" 获得:

盖雷全国12,888羽52位

安格拉姆4,525羽季军 / 贾纳克全国4,167羽5位

BE16-3049962作育孙代BE19-4207116 "波利多"

莱邦纳全国3,176羽6位 / 布瑞福全国5,952羽8位

(Pollidor) 由汤姆.凡哈佛使翔, 获得:

利蒙治全国9,162羽15位 / 布瑞福全国9,132羽32位

利蒙治全国9,756羽52位

"康达多" 的外祖母是一羽亚里原舍鸽, 她出自盖比 "闪电号" 直

波治全国大区4,801羽71位

子 "超级闪电号" (Super Bliksem) X "勇敢雌" 的半姐妹 "维洛

威尔森全省4,281羽51位

盖特美人" (Willequet Beauty)
BE14-3147204 (通过PIPA拍卖会购买) 出自 "葛斯顿039" x
"豪达", "豪迪娜" 全兄弟 作育子 (孙) 代获得:
 鲁迪.狄萨尔和妻子

查特顿全省2,053羽冠军和亚军
利蒙治全省3,037羽冠军和全国15,979羽16位

> BDS团队 (BDS–Team), 比利时雷塞莱德 (Ruiselede)
BE16-3131995 (通过PIPA拍卖会购买) 出自 "内马尔" x "豪
迪娜" (出自 "葛斯顿039" x "豪达") 作育子代获得:
KBDB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季军功臣
布瑞福全国4,238羽亚军
利蒙治全国9,756羽91位
 马尼克和汤姆.凡哈佛

> 海因里希.普伦格-米尔斯 (Heinrich Prenger-Millies), 德国
BE15-3142175 (通过PIPA拍卖会购买) 出自 "年轻舒马赫"
X 其母亲 "豪达", 作育子代DV04266-16-187在2020年获得:
威斯特法伦锦标赛最佳雄鸽5位 (约4000位鸽友)
 乔尔.佛斯豪特和妻子

地区 (省) 最佳鸽舍冠军功臣 (约250家鸽舍)
地区 (省) 最佳雄鸽鸽舍冠军功臣 (约250家鸽舍)

 BDS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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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姆.凡哈佛 (Tom Van Gaver),

地区协会 (省) 最佳雄鸽4位 (RV德国地区协会, 约250家鸽舍)

比利时莫尔塞勒(Moortsele)

11次参赛, 11次入赏, 分别获得联盟5.-9.-10.-10.-10.-17.-

BE16-3049962 (通过PIPA拍卖会购买) 出自 "内马尔" x

21.-40.-77位, 以982.65鸽王积分获得RV韦尔最佳雄鸽冠军

"灰葛斯顿直女" (Daughter Blue Gaston), 作育子代BE19-

(39家鸽舍)

4207212 "托马斯" (Thomas) 由耶勒.隆吉尔使翔, 获得:

BE15-3142175与他的同窝兄弟BE15-3242174成为海因里

查特路全国6,306羽7位

希.普伦格-米尔斯鸽舍的重要种鸽。

> 援外成绩
> 陈仕义先生 (中国)
- 2017年北京开创者俱乐部鸽王冠军, "卢卡斯" 直孙女
- "石板灰苏雅克" 的1羽孙代-也是 "内马尔" 的侄子/
侄女-为陈先生获得武汉福齐三关鸽王冠军。
- 开创者鸽王冠军的全兄弟/姐妹也为陈先生获得2018
年北京开创者俱乐部鸽王19位和2020年北京开创者俱
乐部鸽王18位。

 陈仕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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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夏，诺伯特和史蒂芬与诺伯特的3位最大的孙子和孙女，
男孩亚伦 (Aaron) 是史蒂芬的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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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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