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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亚利.帝克特拉的名字, 我
们就会想起他的基础配对 "里
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这是
绝对的世界最佳种鸽配对之
一！奥林匹克代表鸽、全国鸽
王、NPO冠军，这对顶级配

对的后代在公棚赛赢得了超过
200万美元的奖金。然而要探
究帝克特拉鸽系的起源, 我们
需要回到70年代。那时亚利还
小, 但他与父亲已被赛鸽运动
的魅力所吸引…

伊恩 (Enne) 和亚利.帝克特拉赛鸽以务实严谨和顶级
基因作为关键词, 他们在赛鸽运动中稳步前进并最终名
扬世界。70年代, 他们取得全省冠军, 80年代初他们
在全国赛崭露头角, 他们的赛鸽参加世界公棚赛也迅速
取得优异表现, 帝克特拉的名字已被载入了赛鸽运动的
编年史。

几十年的努力成就
世界最佳全能鸽系

亚利.帝克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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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尔达赛鸽作为坚实基础
父亲伊恩和母亲赫妮 (Hennie) 的唯一儿子
亚利 (Arie) 在1966年出生, 随后还诞生了2
位妹妹。当时赛鸽运动相当流行, 伊恩建造了
2座小鸽舍, 养了9对配对, 还有来自当地鸽友
的幼鸽。当时这对年轻夫妇异常忙碌, 时间有
限, 他与约普.诺德霍夫 (Joop Noordhof) 以
布克联合鸽舍 (Comb. Buko) 的名义参赛, 
1970年他们取得了弗里斯兰省7项综合最佳
头衔, 还以 "023" 获得一项全省冠军, 这羽
冠军的基因至今还可以在顶级赛鸽的身上看
到。

由于伊恩在部队任职, 他们全家需要搬去德
国, 他们便精选了一些鸽子一起过去。除了
自己的鸽子, 他们还引进了威廉(Willem)和
彼特.比尔达 (Piter Beerda) 兄弟的最佳种
鸽作育的幼鸽。威廉和彼特现在已经闻名世
界, 因为著名的耶勒.耶勒玛鸽系的基础血统
就是他们。1972年比尔达已经拥有高品质赛
鸽, 基础血统来自比利时著名的全能鸽系吐尼
尔 (Tournier)。雅克.吐尼尔 (Jac Tournier) 
的 "老比利时" (Oude Belg) 和 "奥赛罗" 
(Othello) X "奈尔" (Nel) 基因, 还有通过帝
克.波斯特马 (Dick Postma) 和亚利.范德胡
克 (Arie Van De Hoek) 引进的吐尼尔血统, 
还融入路易斯.凡龙和杨阿腾血系。 

伊恩在德国养鸽参赛5年, 成绩超乎寻常得
好。1977年军队安排伊恩回到荷兰, 帝克特
拉一家来到科卢默庞普 (Kollumerpomp)
小镇。当时亚利11岁, 他已经能够更多地帮
助父亲打理鸽子。父亲外出时他便负责喂
鸽, 那时彼特.比尔达也在同一家俱乐部参赛, 
亚利学到很多赛鸽知识。他也取得了一些成
绩。1978年伊恩和亚利取得全省鸽王冠军, 
回忆来到1981年, 我们参加了所有空距的比
赛, 包括从贝吉拉克放飞的马拉松赛。我们
上笼了6羽比尔达血统赛鸽, 获得1023公里
全省1.-5.-9.-15位。前3羽赛鸽都出自同一
羽雌鸽, 这是一羽吐尼尔 "老比利时" 的直孙
女。前2羽出自同一羽雄鸽, 直接来自威廉 
和彼特.比尔达。一年前的1980年, 我们还取
得WHZB全国赛雌5位, 她出自贝吉拉克 
(空距1023公里) 全省冠军和5位的全姐
妹。难怪后来耶勒.耶勒玛也以这支血统名
扬鸽坛!! 在我们这里他们从70年代末便一
直都有优异表现。

// 在所有级别比赛中都具备杰出的能力
贝吉拉克赛的超级成绩并非巧合。在艰苦
比赛中取得佳绩的赛鸽又成为了新冠军的
祖辈。这可能是帝克特拉鸽系最重要的特
征之一; 他们能够将顶级基因传递给新一
代。

几十年的努力成就
世界最佳全能鸽系

成功鸽友通常都具备一些特别的性格特
质。对于亚利.帝克特拉来说, 他将对赛
鸽的严格管理与对音乐创造性探索结合
起来, 这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两种思维方
向恰好相反, 这也是亚利选择音乐作为业
余爱好的原因。 "我可能是赛鸽运动中
性格最接近孤独症的人" 亚利说到。
"但是每当我接触到音乐, 就会沉浸到我
所喜爱的一切。对于赛鸽和音乐我都十
分热爱, 然而我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它们。
唯一的相同点就是我都希望做好！"

亚利.帝克特拉,
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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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项特质; 帝克特拉赛鸽
具备难以匹敌的保持自然健
康的能力。"我们从来不在赛
季内拜访兽医师", 亚利说到, 
"我们坚持不这样做, 一羽赛
鸽必须能够自己保持健康; 这
也是我们毫不妥协的原则之
一。"

1982年他们又搬家来到伯伊滕波斯特 (Bui-
tenpost)。在这里他们以伊恩和亚利.帝克特
拉 (E. & A. Dijkstra) 的名义参赛, 1983年
他们已经取得全省长距离俱乐部鸽王冠军。
以后的10年中, 他们每年都跻身全省最佳前
10位。这些年帝克特拉血系得到了越来越高
的认可。他们以吐尼尔血系的一羽比尔达基
础雄鸽与詹森兄弟的1羽雌鸽组成了著名的 
"灰配对" (Blauwe Koppel), "灰配对" 作育了
至少13羽冠军鸽, 包括 "小胖灰" (De Dikke 
Blauwe), 他作为一岁鸽获得联盟鸽王冠军, 
5岁时又获得联盟鸽王冠军, 总共获得5项冠
军, 后来他成为 "蜻蜓姑娘" 的祖父, 他的全姐
妹还获得1989年De Vredesduif全国雌鸽
王季军, 而 "小胖灰" 的半姐妹获得短距离、
中距离和长距离鸽王冠军, 比赛空距从100公
里直到800公里。帝克特拉的赛鸽能够更好
地适应各种级别的比赛。

还是在80年代, 他们又组成了吐尼尔配对, 
配对的后代具有独特巧克力羽色。比尔达基
因和吐尼尔的 "老比利时" 基因再次成为这对
配对的基础, 他们的一羽直孙女获得1989年
WHZB全国鸽王季军。伊恩和亚利已经处于
顶级水平, 1993年他们在拥有大约1万名会
员的 "星期六赛手" (Saturday-racers) 俱乐
部获得全国最佳鸽舍冠军。那个赛季结束后, 
他们大部分鸽子被拍卖, 因为伊恩的工作需要
占用更多时间, 而亚利则要去格罗宁根求学, 
因此他们暂时停下了脚步。

// 向全国赛突破迈进
如同很多资深鸽友一样, 只能投入60%的精
力来养鸽是远远不过瘾的。亚利从社会地理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2020年王牌精英全国一岁鸽王7位
2019年WHZB全国短距离季后赛
晚生鸽王8位
2018年NPO全国当日归长距
离最佳鸽舍8位
2017年WHZB/TBOTB全国短距离鸽王10位
2016年WHZB全国雄鸽王季军
2013-2016年长距离之窗全国当日
归长距离鸽王9位
2013年奥林匹克荷兰当日归长
距离C类代表鸽6位
2011年NPO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冠军
2011年欧洲杯全国全能鸽王9位
2010年长距离之窗全国当日归长距
离第8类最佳鸽舍4位
2009年奥林匹克荷兰E类（马拉松）代表鸽6位
2008年WHZB全国当日归长距离鸽王亚军
2008年NPO全国当日归长距离鸽王亚军
2008年WENC国际马拉松鸽王亚军
1995年星期六联盟全国最佳鸽舍5位
1993年星期六联盟全国最佳鸽舍冠军
1989年WHZB全国赛雌季军
1989年DE VREDESDUIF鸽报全国雌鸽王季军
1980年WHZB全国赛雌5位

几十年来全国
最佳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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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奥林匹克荷兰D类全能代表鸽亚军
 (2019+2020), 林克.维斯特拉 
 (Rink Wijnstra) 母亲是亚利.帝克特拉原舍鸽，
 出自 "摇摆灰" (Rocking Blue) X 范德瓦尔的 
 "葛斯顿琳娜"

-  2022年奥林匹克荷兰C类当日归长距离代表鸽
 季军, H.T. Deuring使翔
 祖父为帝克特拉原舍, 出自 "阿亚克斯"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直女) X "丝卡莉" 
 (Scarlet), 外祖母也是帝克特拉原舍鸽, 出自 
 "斯通" (Stone, "里奥纳多" 的兄弟) X  "玛塔" 
 (Marta, 出自 "倾听姑娘" 全兄弟)

- 2022年(2020 + 2021) 奥林匹克荷兰当日归
 长距离赛代表鸽6位+2021年王牌精英全国长距
 离鸽王亚军, 彼得.克兰斯 (Peter Crans)
 使翔 出自回血配对, 血统书中出现5次 
 "蜻蜓姑娘" 和4次 "里奥纳多"。

- 2021年FCI世界最佳赛鸽全国中距离鸽王冠军,
 杰克.克林肯宝 (Jelger Klinkenberg) 使翔,
 母亲是彼得.克兰斯原舍, 出自他的亚利.
 帝克特拉血统, 这羽超级回血雌鸽的血统书中出现
 5次 "震天响" / "伊薇塔", 3次 "里奥纳多" / 
 "蜻蜓姑娘"。

-  2021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决赛冠军 
 (10万美元奖金), 米哈.索维克 (Miha Sovic) 
 选送 父亲是亚利.帝克特拉原舍,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直孙和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兄弟的直孙女。

-  伯克米尔20327羽冠军, 盖茨.博斯马 
 (Gaatse Bosma) 使翔 父亲是亚利原舍鸽,
 出自 "好又多" 的直子 "马克西米利安" 
 (Maximilian) X "蜻蜓姑娘" 直女

-  NPO利蒙治877公里881羽冠军, 也是第4大区
 2273羽最高分速, 阿比克联合鸽舍 
 (Combination Abbink) 母亲是帝克特拉原舍, 
 出自 "拉维" X "乌拉" (超级回血, 血统书中 
 出现5次 "震天响X伊薇塔", 3次 "里奥纳多" 
 和2次 "蜻蜓姑娘")

2021年帝克特拉后代取得的
顶级援外成绩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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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专业毕业后, 他在荷兰的多家大公司任
职, 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养鸽方面投入了
大量时间。1995年他们获得 "星期六赛
手" 俱乐部全国最佳鸽舍5位, 新的成功
阶段正式到来。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年奠
定了以后胜利的基础。

90年代中期, 伊恩和亚利鸽系的重要赛
鸽诞生, 例如镇舍种母 "史翠克" (NL93-
4245779 De Strik), 她是 "震天响" 
(De Big Boom, "里奥纳多" 的父亲) 的
母亲, 作育了至少5代后代都成为亚利的
支柱种鸽, 还有NL94-2152375, 这是 
"小胖灰" 的最后直女之一, 她与 "浅斑摩
林科号" (Lichte Morlincourt) 配对, 

作育了 "蜻蜓姑娘", 而 "浅斑摩林科号"
出自 "震天响" 的兄弟和 "奥尔良麒麟花" 
(Het Grijs Orleanske) 的直女, "奥尔良
麒麟花" 是镇舍种雌 "史翠克" (De Strik) 
的全姐妹。因此帝克特拉老血统的最佳基
因组成了新的优秀配对;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他们已经成为荷兰的最佳育
种配对之一, 对于帝克特拉父子来说, 这对
配对成为他们以后获得众多冠军和鸽王头
衔的基础。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在荷兰全国
鸽王和NPO赛竞争中取得突破。

2003年亚利搬到欧德乌得(Oudwoude), 
在这里他组成了如今的传奇配对 "震天响" 
X "伊薇塔" (Evita), 他们也是 "里奥纳多" 
的父母。还有 "浅斑摩林科号" X "小胖灰
直女" 则作育了 "蜻蜓姑娘", 亚利独立养
鸽生涯的开局便如此华丽。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直子 "好无比" 取得全国长
距离鸽王亚军, 他让亚利.帝克特拉成为全
国关注的焦点。他的全 (半) 兄弟姐妹在
比赛和育种方面都表现出色。伊恩也以亚
利作育的鸽子获得NPO全国长距离最佳
鸽舍冠军, 他们都非常自豪。后来杨.
胡曼斯和雷德曼兄弟以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孙代获得南非百万美元
大赛综合鸽王亚军和6位, 帝克特拉赛鸽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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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遍全世界。亚利本人继续探索如何作
育出新冠军的谜题。

// 继续完善黄金血系
为了寻找顶级育种材料与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血系配对, 亚利认真地做了功
课。针对马拉松赛, 他引进了耶勒玛的传
奇鸽“贝吉拉克雄" (Bergerac-doffer) 
的半兄弟 "深斑种鸽直子" (Zoon Don-
kere Kweker)。他以 "深斑种鸽直子" X 
斯特凯蒂 (Steketee) 的雌鸽作育的 
"夜行骑士" (Nightrider) 获得2008年西
欧国家杯国际马拉松鸽王亚军, 他的后代
在艰苦比赛中表现出色。他还从比利时
冠军鸽友克里斯.赫博瑞引进了雄鸽 "潘
乔453" (Pancho 453), 与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血系配对, 作育了优秀长距
离赛鸽, 例如 "拉维" (Ravi)、"格雷戈尔" 
(Gregor) 和 "贡纳尔" (Gunnar), 还有全
省3年鸽王 "蕾美蒂" (Remedy)。
此外亚利还从福洛.英格斯引进了 "231" 
血系, 与亚利.帝克特拉血系杂交效果也很
良好。还有WHZB全国鸽王季军 "动力
号" (Powerplay) 也出自这样的混血。

特别后来亚利引进了3羽葛斯顿.范德瓦
尔原舍雌鸽 "葛斯顿琳娜" (Gastorina)、

"葛斯顿雌鸽王" (Gaston's Aske) 和 
"奶酪小子回血雌" (Inteeltje Kaas-
boer), 她们都是世界著名的 "奶酪小子" 
的回血。与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基础血系配对后, 她们作育了一些亚利.
帝克特拉当今最佳赛鸽, 例如 "佛斯托" 
(Fausto)、"宇宙" (Cosmic)、
"克什米尔" (Kashmir)、"姆泽" (Muze)、
"模糊灰" (Fuzzy Blue); 都是冠军和超级
种鸽！过去几年内范德瓦尔血系被亚利
细心珍藏使用。还有来自其他鸽友的2羽
优秀种鸽: 彼得.詹森的 "恩佐" (Enzo), 
作育了查特路国际亚军 "萨瓦娜" 
(Savannah), 艾辛加父子的 "史文直子" 
(Son Sven), 作育子代 "理智灰" 
(Sensible Blue 获得NPO圣斯冠军… 

在过去40多年内，伊恩和亚利.帝克特
拉培育了一支适应100-1000公里比赛
的种鸽队伍。由于父亲健康状况不佳, 
亚利独自打理鸽舍并不容易。因此他艰
难地做出决定, 向自己一生的爱好告别, 
然而他的赛鸽将能够在全世界作育新的
冠军后代, 想到这些或许可以抚平一些
告别的伤感。亚利.帝克特拉拍卖会是
PIPA在2021-2022拍卖季绝对的重量
级拍卖会之一。

德伊恩海德赛协综合冠军 
德瓦登联合会综合冠军
德伊恩海德赛协综合指定鸽冠军
德瓦登联合会综合指定鸽冠军
德伊恩海德赛协成鸽+季后赛鸽王冠军
德瓦登联合会成鸽+季后赛鸽王冠军
德瓦登联合会中距离鸽王冠军
德瓦登联合会季后赛鸽王冠军
C赛协中距离指定鸽舍冠军 
C赛协季后赛指定鸽舍冠军
C赛协季后赛非指定鸽舍冠军
C赛协短距离综合鸽王冠军
德伊恩海德赛协当日归长距离鸽舍冠军
德瓦登联合会当日归长距离指定鸽舍冠军
德瓦登联合会中距离指定鸽舍冠军
德瓦登联合会季后赛鸽王冠军

NPO圣斯5,706羽冠军
C赛协幼鸽指定鸽最佳鸽舍冠军
"De Dowetille" 俱乐部非指定鸽综合最佳鸽舍冠军
"De Dowetille" 俱乐部指定鸽综合最佳鸽舍冠军
C赛协长距离非指定鸽最佳鸽舍亚军
德瓦登联合会综合最佳鸽舍亚军
德瓦登联合会指定鸽综合最佳鸽舍亚军
C赛协中距离和长距离指定鸽综合最佳鸽舍季军
德瓦登联合会短距离指定鸽最佳鸽舍4薇
C赛协长距离指定鸽最佳鸽舍5位
C赛协中距离和长距离非指定个综合最佳鸽舍6位

2020年亚利.
帝克特拉成绩

2021年亚利.
帝克特拉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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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家族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白尾号"
(De Witteslag)

 NL91-5055705

镇舍种雌
"史翠克"

(stammoeder De Strik)
Venus NL93-4245779 "奥尔良麒麟花直女"

(Dcht. 't Grijs Orléanske)
Venus NL99-2075816

"小波莉"
(Kleine Bollie)

Venus 0868-DV99-997

"10号斑直女"
(Kras van 10)

Venus NL87-4200519

"伊薇塔"
(Evita)

Venus NL01-5163844

"小胖灰直女"
(Dcht. Dikke Blauwe)

Venus NL94-2152375

"小10号"
(De Kleine 10)

 NL96-2594310

"里奥纳多"
(Leonardo)

 NL05-1857139

"蜻蜓姑娘"
(Tinkelbel)

Venus NL04-4256369

"小胖灰"
(De Dikke Blauwe)
 NL83-1351251

"晚生雄"
(De Late v.d. Strik)
 NL01-1083977

"震天响"
(De Big Boom)

 NL01-5163851

"浅斑摩林科"
(De Lichte Morlincourt)

 NL02-4225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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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为亚利和伊恩.帝克特拉及其他鸽友获得: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布兰肯海姆第4大区 36,706羽冠军
阿让国际25,328羽冠军
博克斯梅尔全省20,327羽冠军
魁夫兰全国第4大区20,019羽冠军
博斯托全省19,064羽冠军
德尔讷全省 17,128羽冠军
奇梅全省16,989羽冠军
锡塔德全省16,739羽冠军
NU圣斯国际第4大区16,572羽冠军
雷特尔第4大区16,362羽冠军
道夫尔全省 15,587羽冠军
圣昆丁全省 13,661羽冠军
莫伦全省 13,540羽冠军
NPO尼尔尼斯11,597羽冠军
冯特内全国第2大区 11,157羽冠军
蓬圣麦森斯6,373羽冠军
海特伦6,225羽冠军

奇梅5,880羽冠军 
NPO圣斯5,706羽冠军
蒂尔堡5,176羽冠军
圣昆丁4,804羽冠军
德尔讷4,744羽冠军
NPO吉恩4,607羽冠军
蒂尔堡4,689羽冠军
魁夫兰4,245羽冠军
皮塞佛3,890羽冠军
NPO奥尔良2,001羽冠军
NU亚精顿1,730羽冠军
NPO杜尔斯1,538羽冠军
NPO查特路 912羽冠军
NPO亚精顿731羽冠军
特洛伊全国第3大区 14,178羽亚军
NPO尼尔尼斯11,597羽亚军
NPO苏普斯 6,882羽亚军

魁夫兰全省 10,798羽亚军
NPO阿碧斯9,296羽亚军
NPO奥尔良6,469羽亚军
NPO摩林科 6,297羽亚军
NPO圣斯9,934羽亚军
NPO奥尔良 4,533羽亚军
NPO亚精顿1,237羽亚军
摩林科全国 7,053羽季军
NPO圣斯2,198羽季军
道夫尔全省9,308羽季军
NPO梅内11,978羽4位
NPO苏尔丹6,700羽4位
圣昆丁全国第4大区20,019羽4位
NPO圣昆丁12,155羽5位
NPO沙隆4,296羽5位
NPO雷米斯6,769羽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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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传奇配对背后的故事有时就如同一
段童话。亚利.帝克特拉将自己的最爱雌
鸽取名为 "蜻蜓姑娘", 他一定将其视为一
段新童话的主角, 他希望自己来创作这段
故事。一羽具备超自然能力的雌鸽与一
羽名字来自天才里奥纳多.达芬奇的雄鸽
配对, 这必定会有一些神奇的事情发生。

亚利.帝克特拉在现址开始养鸽不久, 漂亮雌
鸽 "蜻蜓姑娘" (NL04-4256369 Tinkelbel) 
便在风向不利的比赛中获得圣吉兰4,317羽
冠军。她出自亚利的最佳血系, 吐尼尔配对的 
"浅斑摩林科" X 奇迹雄鸽 "小胖灰" 的最后直
女之一。 "蜻蜓姑娘" 的配对鸽出自 "震天响" 
X "伊薇塔", 他们已经作育了优秀赛鸽和种鸽 
"米娜娃 (Minerva)、"阿亚克斯" (Ajax) 

和 "雅典娜" (Athena), 这对配对的育种前景
值得期待。

然而 "蜻蜓姑娘" 的配对鸽在2007年育种季
开始前患病, 亚利希望以一羽全兄弟来代替这
羽雄鸽。至少有7羽 "震天响" X "伊薇塔" 的
子代已经获得冠军, 然而亚利选择了一羽这对

配对在2005年夏季作育的幼鸽作为配对鸽, 
环号为NL05-1857139, 这有些特别, 
他已经将这羽雄鸽捐赠到俱乐部做慈善拍
卖。但亚利相信这是 "蜻蜓姑娘" 的理想配对
鸽, 于是他又将其买回来, 并取名为 "里奥纳
多"。2006-2007年冬季, "里奥纳多" 和 
"蜻蜓姑娘" 第一次配对, 对于亚利.帝克特拉
来说这意味着迈进国际赛鸽运动冠军联赛的
游戏已经开始。

在第一个育种季, "里奥纳多" 和 "蜻蜓姑娘" 
作育了4羽超级鸽:
-  "好无比"; 2008年 NPO & WHZB
 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  "小史派克雌"; 2008年半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  "布基" (Boogie) 2009年弗莱斯长
 距离俱乐部全省鸽王冠军
-  "黄金种雌726" (Gouden Kweekduivin 
 726); 作育超过10羽1万羽比赛冠军

这是赛鸽运动无敌王朝的开始, 冠军配对的其
他子代例如 "帅气皮克" (Pico Bello)、
"蒙娜丽莎" (Mona Lisa)、"摇摆灰" 
(Rocking Blue)、"小好无比" (Okidoko)、
"莉莉" (Lilly)、"暗黑号" (Diablo) 等都展现
了独特的育种天赋, 首先是在荷兰后来则到了
荷兰国外。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故事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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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100,000; 2014年南非百万美元决
 赛汽车奖,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直子

• USD 150,000; 2016年中国公棚决赛冠军, 
 出自 "小史派克雌",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直女

• USD 70,000; 2020年美国大安迪公棚决赛
 冠军, 父亲出自 "毕加索" (Q-BA 家族)

• EU € 80,000; 2019年罗马尼亚欧洲大师
 公棚决赛冠军, 出自 "普莱德" =出自
 "浅斑摩林科直子" X "里奥纳多姐妹"
 (阿方斯.克拉斯)

• USD 85,000; 2013年南非百万美元决赛季
 军+综合鸽王冠军, 出自 "方图" (Fantom),
 也是出自 "浅斑摩林科直子" X "里奥纳多姐妹"
 (阿方斯.克拉斯/汉斯-保罗.伊塞尔)

• USD 40,000; 202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经典
 决赛冠军,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直子 (肯尼.隆德斯/道格.斯威利)

• EU 50,000; 2016年葡萄牙IAPC 阿尔加维
 决赛冠军, 出自 "白羽雌712" (Witpenntje 
 712)= "浅斑摩林科" 的姐妹 
 (G. & D.阿斯兰蒂斯)

• USD 39,500; 2015年美国国际挑战公棚
 综合季军、A系列赛鸽王冠军, 毕加索配对
 的孙代, "毕加索"= "帝克特拉史派克雌" 直子=
 "爱隆" (里奥纳多全兄弟) X "蜻蜓姑娘" 
 的双重孙代 (希腊联系)

• EU 15,000; 2017年德国北海舒尔特公
 棚赛决赛冠军, 出自 "布基" 子代、"里奥纳多"
 姐妹、"里奥纳多" 兄弟和 "蜻蜓姑娘" 的姐妹 
 (阿提米克斯-绍迪)

• EU 20,000; 2016年葡萄牙阿尔加维决赛
 冠军,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直女 
 (爱力克.雷嫩)

• USD 20,000; 2017年美国育种者秋季经
 典公棚决赛冠军, 出自 "红雌"=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子代 (道格.斯威利)

• USD 20,000; 2013年中国内蒙古公棚决
 赛冠军, 出自 "震天响" X "伊薇塔"
 (爱力克克.雷嫩)

亚利.帝克特拉赛鸽;
在公棚赛发挥出色

特别是2012年杨.胡曼斯和雷德曼兄弟各
送了一羽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孙代
鸽到南非百万美元大赛, 他们最终获得综合
鸽王亚军和6位, 从而开始了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10年公棚赛成功历程。
到2020年底他们已经赢得了超过200万美
元的奖金。这是难以置信的数额。这对超
级亚利.帝克特拉配对成为公棚赛最成功的
育种配对！

// 亚利的建议:
"我的鸽系与其他血统杂交效果非
常好, "亚利说。" 我的鸽系基础血
统是全能的吐尼尔, 能够在1000公
里赢得比赛, 还融入了短距离的詹
森兄弟血统, 因此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配对后代具备特别的品
质。如果你将他们与马拉松赛鸽配
对, 后代就能在最艰苦的比赛中为
你带来成功, 而如果你将他们与速
度鸽配对, 那么他们就能为您赢得
100到200公里的比赛。"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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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有点奇怪, 我从一位从来没有谋面的鸽友那里引
进的鸽子, 却对我的成绩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 亚利说。通常情况下他从来不会从没有拜访过
的鸽友那里买鸽子。然而当有机会引进3羽 
"奶酪小子" 回血雌鸽到自己鸽舍时, 亚利并没
有半分犹豫。"范德瓦尔赛鸽在比利时国内外赛
鸽运动的影响不言而喻, 这是我一定要抓住的机
会。我第一次上手这些雌鸽, 我就相信一定要配
对我的最佳鸽, 她们能够为我的成绩带来提升！" 

亚利是对的, "葛斯顿雌鸽王" (Gaston's Aske 

BE14-6306553)-出自 "奶酪小子" 的直孙X直
孙女, 作育了 "模糊灰" (Fuzzy Blue) 获得NPO
费欧若日冠军, 她也是NPO天赋赛鸽 "新葛斯
顿琳娜" (New Gastorina) 和 "年轻奶酪小子" 
(Young Kaasboer) 的祖母…  "奶酪小子回血
雌" (BE14-6306534 Inteeltje Kaasboer) 
作育了取得3项冠军的 "姆泽" (Muze), 多次获得
鸽王的 "震天葛斯顿" (Boom's Gaston), 孙代 
"年轻奶酪小子" (Young Kaaboer) 获得雷特尔
全国9位, 然而亚利.帝克特拉 "奶酪小子" 战队的
女王则是 "葛斯顿琳娜" (Gastorina) 

一支近血家族所有世代都能赢得众多冠军, 这正是亚利.帝克特拉在寻找的引援鸽
系。性格坚韧的赛鸽, 在全国赛都具备统治能力, 他引进了3羽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鸽: "葛斯顿琳娜"、"奶酪小子回血雌" (Inteeltje Kaasboer) 和 "葛斯顿雌鸽王" 
(Gaston's Aske), 都是世界著名的 "奶酪小子" 回血, 作育了众多全国鸽王和冠军…
经过几年育种, 全部3羽 "奶酪小子" 雌鸽都已经为亚利.帝克特拉作育了顶级后代。

"佛斯托" 的永恒荣誉
"葛斯顿琳娜" 来到亚利.帝克特拉鸽舍前, 已经
成为葛斯顿.范德瓦尔的冠军种鸽。2015年她
与 "文斯" ("好无比" 回血直子) 配对作育了 "佛斯
托", 这是亚利.帝克特拉最优秀赛鸽之一, 获得了
威尔特3375羽冠军, 2次进入全省10292羽和
20388羽前3名, 他获得2017年TBOTB/WHZB
全国速度鸽王10位。这真的是亚利的完美赛鸽
之一吗？但是 "佛斯托" 有一个缺点, 亚利解释到, 
"他总是进棚不迅速, 好几场比赛他都浪费了几分
钟, 因此让他无法获得应得的传奇地位。他本有
机会可以获得5-6项大羽数比赛冠军, 他的全兄弟 
"克什米尔80000" (Kashmir 80000) 则正好相
反, 他总是疯狂进棚, 获得4项冠军！他们一起成
为赛鸽舍的绝对顶级鸽王！"

"佛斯托" 的育种能力也给了我更多的信心。他作
育的 "新佛斯托" 获得德尔讷17128羽冠军, 还获
得2020年王牌精英全国一岁鸽王7位和2019年
WHZB/TBOTB全国速度晚生季后赛鸽王8位, 
在艰苦的2021年圣斯赛, "新佛斯托" 遗憾地飞失
了。另外一羽 "葛斯顿琳娜" 的顶级直子是鸽王和
冠军 "宇宙号" (Cosmic), 父亲是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的直子 "摇摆灰" (Rocking Blue), 荷兰
林克.维斯特拉引进了一羽 "宇宙" 的全姐妹, 作育了
2019年FFC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还获得2022年 
(2019+2020) 奥林匹克荷兰全能代表鸽亚军。

母亲是亚利.帝克特拉原舍, 出自 "摇摆灰"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直子) X "葛斯顿琳娜" (范德瓦尔)

"奶酪小子" 血统与亚利.
帝克特拉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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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奥克塔维奥", 帝克特
拉的最佳秘密武器之一
凭借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和 "葛斯顿琳娜" 血系, 亚利.帝克特拉鸽系展现了
超强实力… 然而他们的育种战队还有另外一羽冠军, 取得了绝对不凡的育种成绩; 
"奥克塔维奥", 他的父亲是 "震天响" ("里奥纳多" 的父亲) 的直孙, 他的母亲是 
"晚生雄" (De Late v.d. Strik, "蜻蜓姑娘" 的祖父) 的直孙女。如同 
"动力号"一样, "奥克塔维奥" 血统中也融入了福洛.英格斯的 "231" 血系。

"奥克塔维奥" 的子代已经赢得了众多冠
军, 还有更多代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佳绩。
最优秀赛鸽之一是 "马诺马诺斯" (Mano 
Manos)。他在2年内获得不少于40项入
赏, 还获得多项鸽王头衔, 包括联合会全
能成鸽冠军。正在威名显赫之时, 2017
年一场艰苦比赛中, 他与弗里斯兰省的很
多其他冠军鸽一起飞失, 然而他依然将自
己的优秀基因传递给后代, 他的名字已经
载入亚利.帝克特拉血系。

"马诺马诺斯" 对当今鸽系的影响在2021
赛季得以体现... 在NPO圣斯赛602公里, 
他的孙代  "理智灰" (Sensible Blue) 
赢得NPO比 赛5706羽冠军。 
"奥克塔维奥" 的另外 一羽超级直子是 
"乔舒亚", 这羽超级鸽 王冠军获得多
项几千羽比赛顶级名 次, 包括4项
冠军, 他已经展现了顶 级育种能
力。换句话说, "奥克塔维奥”
是成功的重要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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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Vince)

"文斯"
 NL12-1000965

"里奥纳多" / "蜻蜓姑娘" 的孙代 
& "震天响" / "伊薇塔" 的孙代 

父亲 "好无比" 荣获:
2008年NPO+WHZ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母亲: (Gastorina)

"葛斯顿琳娜"
Venus BE12-6023410 

出自 
"奶酪小子" 直孙 X "奶酪小子"

直女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克什米尔"
 (Kashmir)  NL17-1580000 

赫斯登 3,736羽 冠军 / 全省16,314羽 25位 
奇梅 2,265羽 冠军 / 全省17,265羽 6位 
奇梅 868羽 冠军 / 全省 7,083羽 16位
吉内普 112羽 冠军 / 全省13,300羽 43位
吉内普 4,475羽 11位 / 全省17,295羽 36位 
锡塔德 1,892羽 32位 / 全省 9,161羽 97位 
奇梅 3,645羽 38位 / 全省16,989羽 72位 
卡尔卡 2,814羽 50位 / 全省13,922羽 124位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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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Vince)

"文斯"
 NL12-1000965

"里奥纳多" / "蜻蜓姑娘" 的孙代 
& "震天响" / "伊薇塔" 的孙代 

父亲 "好无比" 荣获:
2008年NPO+WHZ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母亲: (Gastorina)

"葛斯顿琳娜"
Venus BE12-6023410 

出自 
"奶酪小子" 直孙 X "奶酪小子"

直女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佛斯托"
 (Fausto)  NL15-1163294

2017年德瓦登地区速度鸽王冠军 
2017年全省中距离+速度鸽王5位 
2017年全省速度鸽王6位 
2017年WHZB/TBOTB全国速度鸽王10位 
威尔特 3,375羽 冠军 / 全省 10,292 羽 亚军
威尔特 7,829羽 亚军 / 全省 20,388 羽 季军
拉昂 1,016羽 季军 / 全省 8,346 羽 22位 
威尔特 4,342羽 6位 / 全省 20,353 羽 43位 
赫斯登 2,505羽 7位 / 全省 20,820 羽 78位 
魁夫兰 3,521羽 9位 / 全省 17,025 羽 99位 
道夫尔 2,403羽 11位 / 全省 9,944 羽 173位 
吉内普 2,717羽 15位 / 全省 21,289 羽 62位 
德尔讷 4,744羽 27位 / 全省 21,116 羽 56位 

作育子代 "新佛斯托" NL19-1183487获得: 
德尔讷全省17,128羽冠军 
2020年王牌精英全国一岁鸽王7位 
2019年WHZB/TBOTB全国速度鸽王8位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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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Little Talks)

"小托克斯"
 NL11-1107132 

"里奥纳多"/"蜻蜓姑娘" 的孙代 
父亲 "布基" 荣获: 

2009年F.F.C.全省长距离鸽王冠军

母亲: (Obi Wan)

"欧比旺"
Venus NL2010-1109622 

出自 "黄金能量" x "琳莎"
杰拉德.考夫曼原舍

2016年半省速度鸽王冠军 
2017年半省速度赛+中距离鸽王4位 
2015年德瓦登地区幼鸽王5位  
2017年全省速度赛+中距离鸽王10位 
魁夫兰 305羽冠军 / 全省 12,201羽 77位
奇梅 258羽冠军 / 全省 11,156羽 25位
吉内普 182羽冠军 / 全省 12,323羽 57位
奇梅 2,255羽亚军 / 全省 11,301羽 5位
提尔堡 2,400羽季军 / 全省 11,320羽 74位
赫斯登 2,505羽8位 / 全省 20,820羽 84位
魁夫兰 2,271羽14位 / 全省 17,117羽 62位
德尔讷 4,744羽23位 / 全省 21,116羽 62位
威尔特 1,236羽23位 / 全省 10,251羽 159位
锡塔德 2,683羽24位 / 全省 21,629羽 286位
魁夫兰 2,634羽29位 / 全省 21,265羽 285位
赫斯登 1,921羽31位 / 全省 12,603羽 104位

作育子代 "新佛斯托" (NL19-1183487)获得:
德尔讷全省17,128羽冠军 
2020年王牌精英全国一岁鸽王7位 
2019年WHZB/TBOTB全国速度鸽王8位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米拉"
 (Milla) Venus NL15-1163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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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斯托" X "米拉" 配对的子代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佛斯托宝贝"
(Fausto’s Darling) Venus NL19-1183302 

奇梅 - 4,167羽40位 
奇梅y - 5,244羽53位 
DTK俱乐部中距离鸽王冠军

全兄弟姐妹获得: 
德尔讷全省 - 17,128羽冠军 
2020年王牌精英全国一岁鸽王7位 
2019年WHZB/TBOTB全国速度鸽王8位

"佛斯琳娜"
(Faustorina) Venus NL20-4215101

沙隆全省 - 5,618羽70位
比尔迪讷 - 3,986羽28位
戴文全省 - 10,371羽115位

全兄弟姐妹获得:
德尔讷全省 - 17,128羽冠军
2020年王牌精英全国一岁鸽王7位 
2019年WHZB/TBOTB全国速度鸽王8位

"佛斯托帅哥"
(Beauty Fausto)  NL20-4215102 

比尔迪讷全省- 10,362羽109位 
文洛全省 - 18,959羽182位    

全兄弟姐妹获得: 
德尔讷全省 - 17,128羽冠军 
2020年王牌精英全国一岁鸽王7位 
2019年WHZB/TBOTB全国速度鸽王8位

"飞速佛斯托"
(Fast Fausto)  NL20-4215169 

阿尔隆 – 123羽冠军
NPO - 10,530羽61位
奇梅 – 289羽亚军
全省 - 14,777羽71位

全兄弟姐妹获得:
德尔讷全省 - 17,128羽冠军
2020年王牌精英全国一岁鸽王7位 
2019年WHZB/TBOTB全国速度鸽王8位

"佛斯托" X "米拉"
作育的直子

"佛斯托" X"米拉"
作育的直子

"佛斯托"X "米拉"
作育的直女

"佛斯托" X "米拉"
作育的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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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文斯"
(Vince)   NL12-1000965 

父亲 "好无比" 荣获: 2008年NPO+WHZB全国鸽王亚军

母亲: "葛精顿琳娜"  
(Gastorina) Venus BE12-6023410 

"奶酪小子" 回血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父亲: "摇滚灰"
(Rocking Blue)  NL10-1029951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 "好无比" 的全兄弟

母亲: "葛精顿琳娜" 
(Gastorina) Venus BE12-6023410 

"奶酪小子" 回血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父亲: "朦胧灰"
(Fuzzy Blue)  NL17-1579974  

NPO费欧洛日2,647羽冠军

母亲: "葛精顿琳娜" 
(Gastorina) Venus BE12-6023410 

"奶酪小子" 回血鸽,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宇宙万象"
 (Universe)  NL17-1579999

"宇宙号" 
 (Cosmic) Venus NL16-1004303

"新葛精顿琳娜251" 
 (New Gastorina 251) Venus NL21-1451251

// "葛斯顿琳娜" 的子代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比尔迪讷 154羽 冠军 / 半省 2,570羽亚军 
德文特 384羽 5位 / 全省 5,148羽148位 
阿尔隆 648羽 13位 / 全省 5,754羽93位 
吉内普 2,788羽38位 / 全省 13,300羽75位 
锡塔德 4,607羽78位 / 全省 20,244羽147位  

子代 "宇宙维希218" 获得:
2021年半省幼鸽王5位
祖特芬全省 11,284羽82位 / 戴文全省 11,339羽93位 

2018年德瓦登地区全能成鸽王冠军
吉内普 234羽冠军 / 全省 14,228羽32位
道夫尔 2,403羽7位 / 全省 9,944羽159位
威尔特 4,626羽8位 / 全省 20,693羽19位
德尔讷 2,330羽12位 / 全省 12,469羽94位
圣斯 975羽14位 / NU第4区 4,485羽40位
奇梅 3,645羽32位 / 全省 16,989羽64位
赫斯登 1,921羽33位 / 全省 12,603羽118位
德尔讷 4,470羽37位 / 全省 21,072羽211位
奇梅 3,728羽60位 / 全省 17,265羽166位
吉内普 4,475羽75位 / 全省 17,295羽169位 

沙隆 126羽冠军 / NPO 2,445羽64位 
雷米斯 1,529羽9位 / NPO 6,769羽37位  

"佛斯托" & "克什米尔" 
的全兄弟

全姐妹的子代获得2022年奥
林匹克全国代表鸽亚军

"奶酪小子"
5重强势回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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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面球"
(Mirror Ball)  NL18-1394445

"模糊灰"
(Fuzzy Blue)  NL17-1579974

全兄弟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父亲: 

"雷诺尔"
(Renoir)  NL12-1000722  

出自 "震天响" X "妮赞"

母亲: 

"葛斯顿雌鸽王"
(Gaston‘s Aske) Venus BE14-6306553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父亲: 

"雷诺尔"
(Renoir)  NL12-1000722  

出自 "震天响" X "妮赞"

母亲: 

"葛斯顿雌鸽王"
(Gaston‘s Aske) Venus BE14-6306553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2019年半省中距离+长距离鸽王季军  
费欧洛日 965羽亚军 / NPO 2,647羽6位 (660公里) 
洛利斯 1,491羽9位 / NPO 2,981羽20位 (652公里) 
威尔森 445羽11位 / NPO 1,379羽24位 (733公里)
阿尔隆 648羽12位 / 全省 5,754羽88位 (402公里)
圣斯 1,212羽22位 / NPO 5,706羽86位 (602公里) 
特洛伊 1,746羽55位 / NPO 4,932羽97位 (573公里)

费欧洛日 1,746羽 冠军 / NPO 2,647羽冠军 (660公里) 
特洛伊 1,746羽 8位 / NPO 4,932羽21位 (573公里) 
欧塞尔 873羽17位 / 全国第4赛区 8,413羽71位 (634公里) 
查特顿 515羽18位 / NPO 1,479羽32位 (669公里) 
特洛伊 1,627羽28位 / NPO 4,411羽54位 (573公里) 
奇梅 3,645羽36位 / 全省 16,989羽7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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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克特拉老基础血系混血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姆泽"
(Muze) Venus NL15-1163193

"路易斯"
(Lewis)  NL17-1579892

父亲: 

"莱米"
(Lemmy)  NL14-1390736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母亲: 

"奶酪小子回血雌"
(Inteeltje Kaasboer) Venus BE14-6306534 

葛斯顿.范德瓦尔原舍

父亲: 

"创世纪"
(Genesis)  NL11-1107109 

出自 "布基" X "尼恩雌" ("里奥纳多" 全姐妹)

母亲: 

"闪电号回血雌"
Venus NL15-1273741  

出自 "闪电781号" ("闪电号" 直子) X 其直女

威尔特 547羽 冠军 / 4,342羽 亚军 / 全省 20,353羽 16位 
拉昂 173羽 冠军 / 1,016羽 亚军 / 全省 8,346羽 21位 
吉内普 265羽 冠军 / 4,475羽 8位 / 全省 17,295羽 23位 
德尔讷 2,330羽 15位 / 全省 12,469羽 103位 
威尔特 5,586羽 16位 / 全省 20,698羽 136位 
戴文 5,330羽 18位 / 全省 9,528羽 40位 
吉内普 2,771羽 18位 / 全省 21,289羽 69位 

戴文 448羽 冠军 / 5,330羽 5位 / 全省 9,528羽 12位 
德文特 124羽 冠军 / 473羽 5位 / 全省 9,867羽 100位 
奇梅 285羽 冠军 / 2,512羽 13位 / 全省 18,277羽 153位
魁夫兰 385羽 亚军 / 3,182羽 11位 / NPO 13,322羽 66位
吉内普 112羽 亚军 / 2,788羽 28位 / 全省 13,300羽 5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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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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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父亲: 

"奥克塔维奥"
(Octavio)  NL11-1107215 

出自 "震天响" 外孙 x 
"晚生范德史翠克" 孙女

母亲: 

"马诺"
(Manou) Venus NL12-1000966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 
"震天响" X "伊薇塔" 的孙女 

出自"好无比": 
2008年WHZB+NPO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乔舒亚"
  (Joshua)  NL16-1004210

2019年俱乐部全能成鸽王冠军 
2019年协会半省全能成鸽王4位 
吉内普 2,771羽 冠军 / 全省 21,289羽 8位 
威尔特 2,602羽 冠军 / 全省 12,193羽 47位 
摩林科 215羽 冠军 / 全国大区 17,544羽 5位 
奇梅 343羽 冠军 / 全省 13,598羽 63位 
戴文 156羽 亚军 / 全省 9,803羽 67位 
道夫尔 2,433羽 5位 / 全省 10,190羽 146位 
赫斯登 1,921羽 6位 / 全省 12,603羽 15位
威尔特 4,624羽 9位 / 全省 21,740羽 45位 
奇梅 3,728羽 13位 / 全省 17,265羽 29位 
奇梅 1,780羽 23位 / 全省 8,722羽 4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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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舒亚" 子代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父亲: "乔舒亚"
(Joshua)  NL16-1004210 

外祖父 "好无比": 2008年NPO/WHZ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母亲: "宇宙号"  
(Cosmic) Venus NL16-1004303  

出自 "摇摆灰" X "葛斯顿琳娜"

父亲: "乔舒亚"
(Joshua)  NL16-1004210 

外祖父 "好无比": 2008年NPO/WHZ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母亲: "宇宙号"  
(Cosmic) Venus NL16-1004303  

出自 "摇摆灰" X "葛斯顿琳娜"

父亲: "乔舒亚"
(Joshua)  NL16-1004210 

外祖父 "好无比": 2008年NPO/WHZB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母亲: "动力女孩"  
(Power Girl) Venus NL19-1183532  

父亲 "动力号": 2016年WHZB全国雄鸽王季军

"神奇乔舒亚" 
 (Magic Joshua)  NL20-4215126

"宇宙乔舒亚 "
 (Cosmic Joshua) Venus NL20-4215125

"动力乔舒亚403" 
 (Joshua Power 403)  NL21-1451403

赫斯登 333羽 冠军 / 全省 20,348羽 39位 
吉内普 5,559羽 12位 / 全省 23,485羽 22位
比尔迪讷 2,570羽 34位 / 全省 10,362羽 110位 
戴文 3,453羽 47位 / 全省 10,371羽 93位

芬洛 224羽 冠军 / 全省 8,827羽 75位 
锡塔德 165羽 冠军 / 全省 8,802羽 190位 

芬洛3,532羽7位 / 全省14,096羽4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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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蜻蜓姑娘" 子代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特洛伊"
 (Troy)  NL16-1004252

"泰伦" 
 (Tyron)  NL16-1004388

父亲: 

"奥克塔维奥"
(Octavio)  NL11-1107215  
超级种公&作育子代 "乔舒亚"

父亲: 

"奥克塔维奥"
(Octavio)  NL11-1107215  
超级种公&作育子代 "乔舒亚"

母亲: 

"蜻蜓姑娘"
(Tinkelbel)  NL04-4256369 

世界鸽坛最佳种母之一

母亲: 

"蜻蜓姑娘"
(Tinkelbel)  NL04-4256369 

世界鸽坛最佳种母之一

作育子代 "特洛伊蜻蜓姑娘464"：
2021年DTK俱乐部长距离鸽王冠军
奇梅 77羽 冠军 / 全省 6,072羽 101位 
洛利斯 341羽 7位 / NPO 1,279羽 16位
德尔讷 4,417羽 15位 / 全省 17,128羽 84位
圣斯 1,212羽 40位 / NPO 5,706羽 143位
费欧洛日 965羽 49位 / NPO 2,647羽 102位 
比尔迪讷 3,986羽 100位 / 全省 19,614羽 371位 

作育子代 "泰伦夏洛特246":
2021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训赛5,416羽冠军(87公里)
2021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训赛5,397羽20位(103公里)
2021年维多利亚瀑布公棚训赛4,260羽41位(10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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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基础血系特别回血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最后一羽"
(The Last One) Venus NL15-1163357

"斯帕克尔" 
(Sparkle) Venus NL17-1579939

父亲: 

"里奥纳多"
(Leonardo)  NL05-1857139  

世界鸽坛最佳种公之一
出自 "震天响" X "伊薇塔"

母亲: 

"蜻蜓姑娘半姐妹"
(Halfsister Tinkelbel) Venus NL09-4216325 

"震天响" X "伊薇塔" 配对的外孙女
出自 "浅斑摩林科号" X "600号"

父亲: 

"雨果"
(Hugo)  NL12-1000981

全兄弟 "好无比": 2008年全国长距离鸽王亚军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母亲: 

"初尝滋味"
(First Taste) Venus NL11-1107189 

全兄弟/姐妹: 2011年NPO全国长距离一岁鸽冠军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配对的直子X孙女 

作育子代: 
2019年大联合会半省中距离幼鸽王4位
NPO沙隆 3,122羽 20位 (491公里) 
阿尔隆全省 8,960羽 21位 (402公里) 
NPO沙隆 3,122羽 43位 (491公里) 
NPO阿尔隆 3,691羽 60位 (402公里) 
雷特尔全国大区 7,154羽 65位 (436公里) 
比尔迪讷全省 11,115羽 81位 (310公里) 

2018-2019-2020年FFC全省长距离鸽王4位
2018年FFC全省马拉松鸽王8位 
威尔森 62羽冠军 / 全国大区 3,092羽 31位 (733公里) 
查特顿 158羽季军 / NPO 376羽 4位 (669公里) 
查特路 433羽14位 / NPO 1,307羽 22位 (785公里) 
拉昂 1,016羽18位 / 全省 8,346羽 102位 (442公里) 
尼尔尼斯 2,792羽25位 / NPO 11,597羽 145位 (40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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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无比麦西334"
(Maxi Okidoki 334)  NL19-1183334

"好无比麦西426" 
(Maxi Okidoki 426)  NL19-1183426

父亲: 

"麦西米兰"
(Maximilian)  NL10-1030191  

作育孙代: 博克斯梅尔20,327羽冠军
出自 "好无比" X "琥珀"

母亲: 

"公爵夫人"
(The Dutchess) Venus NL14-1390612 

半兄弟 "乔舒亚": 4个冠军奖项 
出自 "奥克塔维奥" X "麒麟花女郎"

父亲: 

"麦西米兰"
(Maximilian)  NL10-1030191  

作育孙代: 博克斯梅尔20,327羽冠军
出自 "好无比" X "琥珀"

母亲: 

"公爵夫人"
(The Dutchess) Venus NL14-1390612 

半兄弟 "乔舒亚": 4个冠军奖项 
出自 "奥克塔维奥" X "麒麟花女郎"

2020年大联合会半省中+长距离鸽王亚军 
2020年德瓦登地区全能成鸽王季军 
布兰肯海姆 836羽 12位 / 全省 6,025羽 124位 
特洛伊 1,746羽 14位 / NPO 7,845羽 73位 (573公里) 
洛利斯 341羽 15位 / NPO 1,279羽 33位 (652公里)
奇梅 2,942羽 24位 / 全省 14,777羽 71位 
德尔讷 4,417羽 26位 / 全省 17,128羽 107位 

德尔讷 4,417羽 13位 / 全省 17,128羽 82位 
比尔吉斯 1,271羽 28位 / 全省  7,047羽 56位 
吉内普 2,788羽 35位 / 全省 13,300羽 68位 
威尔特 2,743羽 54位 / 全省 18,507羽 451位
锡塔德 4,607羽 80位 / 全省 20,244羽 150位 
阿尔隆 1,255羽 85位 / 全省 3,691羽 134位 
卡尔卡 2,755羽 98位 / 全省 13,203羽 216位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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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壮丽号"  
 (Majesty) Venus NL18-1394452

"歌蒂娃女郎" 
 (Lady Godiva) Venus NL20-1023102

贝吉拉克地区冠军 / 
全省一岁鸽654羽冠军 /
全国大区2,793羽14位 (1023公里)
利蒙治地区4位 / 
NPO 1,871羽 110位 (892公里)
魁夫兰地区5位 / 
半省1,963羽 53位 (360公里)
摩林科地区8位 / 
NPO 5,643羽 118位 (466公里)
特洛伊地区9位 / 
NPO 4,411羽 84位 (573公里)

伊苏丹地区冠军 / 
NPO 1,613羽8位 / 
全国大区4,348羽41位 (762公里)
洛利斯地区冠军 / 
NPO 1,279羽6位 / 
全国大区3,455羽46位 (652公里)
雷特尔地区亚军 / 
半省1,174羽15位 / 
全国大区4,123羽48位 (436公里) 

  作育

  作育

  作育

父亲: "拉维"
(Ravi)   NL13-1581496 

3次冠军 &国际8,138羽9位 (1084公里)

母亲: "乌拉"
(Ulla) Venus NL15-1163242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超级回血

父亲: "拉维"
(Ravi)   NL13-1581496 

3次冠军 &国际8,138羽9位 (1084公里)

母亲: "乌拉"
(Ulla) Venus NL15-1163242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超级回血

父亲: 

"佐兰"
(Zoran)  NL13-1581459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直孙 X
"里奥纳多" 孙女

母亲: 

"桑德拉"
(Xandra) Venus BE12-1000985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直子 X
"里奥纳多"全姐妹

"乌拉"
(Ulla) Venus NL15-116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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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贡纳尔"
(Gunnar)  NL14-1390670 

2016年WHZB全国雄鸽王15位
出自 "潘乔453" x "本莎"

全兄弟 "拉维" 荣获:
3次冠军 &国际8,138羽9位 (1084公里)

母亲: 

"乌拉"
(Ulla) Venus NL15-1163242 

2016年NU国际长距离鸽王28位
出自 "佐兰" x "桑德拉"

作育孙代NL19-1238992获得:
利蒙治国家赛区2,273羽冠军 (877公里)

"蕾美蒂"
  (Remedy)  NL16-1004281

2017-2018-2019年FFC全省长距离三年度鸽王冠军
2020年DTK俱乐部长距离鸽王冠军
2018-2019-2020年FFC全省长距离三年度鸽王冠军
2018年NPO/全国全省长距离鸽王季军
2018年FFC清晨放飞全省马拉松鸽王6位
查隆斯 1,236羽 4位 / NPO 3,168羽 7位 (498公里)
查特顿 158羽 4位 / NPO 376羽 7位 (669公里)
吉恩 1,003羽12位 / NPO 2,887羽 28位 (668公里)
NPO威尔森 1,379羽13位 / 全国大区 3,092羽 32位 (733公里)
查特路 433羽16位 / NPO 1,307羽 24位 (785公里)
查特顿 586羽20位 / NPO 1,595羽 35位 (669公里)
特洛伊 1,726羽28位 / NPO 3,690羽 50位 (573公里)
NU奥塞尔 4,156羽36位 / 全国大区 8,413羽 81位 (634公里)
费欧洛日 965羽40位 / NPO 2,647羽 83位 (660公里)
NU查特路 2,882羽47位 / 全国大区 6,294羽131位 (785公里)
NPO波治 2,111羽91位 / NU大区 2,932羽148位 (737公里)
圣斯 1,070羽93位 / NU大区 6,616羽210位 (602公里)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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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新乌拉208"  
 (New Ulla 208) Venus NL21-1451208
雷米斯 1,529羽  季军 / 
NPO 6,769羽 16位(473公里)
比尔迪讷 2,709羽 53位 /
全省 11,115羽 162位 (309公里)
2021年DE EENHEID半省幼鸽王10位 

  作育

父亲: "格雷戈尔"
(Gregor)  NL15-1163199  

2018年FFC全省马拉松鸽王冠军

母亲: "乌拉"
(Ulla) Venus NL15-1163242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超级回血

父亲: 

"潘乔"
(Pancho 453)  BE12-4310453

克利斯.赫博瑞原舍
"拉维" & "贡纳尔" 之父

母亲: 

"潘多拉"
(Pandora) Venus NL13-1581605 
出自 "摇摆灰" x "蒙娜丽莎"

"里奥纳多" & "蜻蜓姑娘" 直子 x 直女

"格雷戈尔"
  (Gregor)  NL15-1163199

2018年FFC清晨放飞全省马拉松鸽王冠军
2018年FFC全省长距离鸽王亚军
2017年FFC全省长距离鸽王6位
2017年NOORDELIJKE联盟国际长距离鸽王8位
2019年马拉松全国E组奥林匹克代表鸽15位
查特路 102羽 冠军 / 全国大区 2,882羽 28位 (785公里)
伊苏丹 115羽 亚军 / NPO 530羽 7位 (763公里)
查特顿 158羽 亚军 / NPO 376羽 季军 (669公里)
查特路 433羽 5位 / NPO 1,307羽 10位 (785公里)
蓬图瓦兹 2,596羽 16位 / NPO 9,519羽 66位 (545公里)
吉恩 1,003羽 18位 / NPO 4,830羽 85位 (668公里)
布洛瓦 464羽 18位 / NPO 738羽 42位 (719公里)
南图 1,716羽 23位 / NPO 8,552羽 133位 (517公里)
波治 769羽 26位 / NPO 2,111羽 44位 (73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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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动力号"
(Powerplay)  NL13-1581415 
2016年WHZB全国雄鸽王季军

母亲: "萨瓦娜" 
(Savannah) Venus NL15-1163273   

2,282羽冠军 / NU国际21,201羽亚军 (785公里)

父亲: "动力号"
(Powerplay)  NL13-1581415 
2016年WHZB全国雄鸽王季军

母亲: "萨瓦娜" 
(Savannah) Venus NL15-1163273   

2,282羽冠军 / NU国际21,201羽亚军 (785公里)

父亲: "动力号"
(Powerplay)  NL13-1581415 
2016年WHZB全国雄鸽王季军

母亲: "乔可44号"  
(Chocco 44) Venus NL09-4216344   

2011年全国长距离最佳鸽舍冠军功臣之母

"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NL17-1579857

"波丽" 
 (Polly) Venus NL18-1394420 "动力乔可318"  

 (Power Chocco 318)  NL21-1451318 
2018年NPO/全国长距离鸽王全省5位
查特顿 158羽 冠军 / NPO 376羽 亚军 (669公里)
圣斯 975羽 16位 / NPO 2,829羽 31位 (602公里)
查特路 433羽 36位 / NPO 2,379羽150位 (785公里)
费欧洛日 965羽 37位 / NPO 2,647羽 80位 (660公里)
波治 769羽 42位 / NPO 2,111羽 85位 (737公里)
查特顿 1,404羽 97位 / NPO 1,595羽 82位 (669公里)

2020年德瓦登地区速度鸽王冠军
2019年DTK俱乐部季后赛速度鸽王冠军
卡尔卡尔 217羽 冠军 / 全省 13,922羽 8位
芬洛 1,377羽14位 / 全省 8,827羽 127位
戴芬 5,330羽24位 / 全省 9,528羽 53位
吉内普 4,475羽26位 / 全省 17,295羽 55位
贝克 2,225羽39位 / 全省 15,078羽 145位 

NIC雷米斯320羽冠军 / 
NPO 6,769羽12位 (473公里)

// "动力号" 子代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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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蒙特" (Lament)  NL15-1163179

"拉托雅" (Latoya) Venus NL16-1004244

父亲: 

"恩佐"
(Enzo)  DV12-0147-388 

2019年荷兰中距离&长距离奥林匹克
代表鸽冠军半兄弟 / 彼得.詹森原舍

母亲: 

"莉莉"
(Lilly) Venus NL09-4216328

全兄弟 "好无比" 获得: 2008年全国长距
离鸽王亚军 / 出自 "里奥纳多" x "蜻蜓姑娘"

父亲: 

"恩佐"
(Enzo)  DV12-0147-388 

2019年荷兰中距离&长距离奥林匹克
代表鸽冠军半兄弟 / 彼得.詹森原舍

母亲: 

"伊薇塔小姐"
(Miss Evita) Venus NL12-1000850 

半兄弟 "好无比" 获得: 2008年全国长距
离鸽王亚军 / 出自 "里奥纳多" x "爱丽丝"

2019年NIC马拉松鸽王地区4位
2017年SAM C半省中距离+长距离鸽王8位
派利奎126羽冠军 / NPO 1,928羽8位 (983公里)
威尔特4,624羽24位 / 全省21,740羽92位

*全姐妹 "萨瓦娜" 获得: NU查特路国际21,201羽亚军 (785公里)

威尔特 339羽 冠军 / 半省 4,473羽 8位
奇梅 2,354羽 5位 / 全省 11,104羽 26位
波治 433羽 9位 / NPO 2,111羽 33位 (737公里)
奇梅 3,645羽 13位 / 全省 16,989羽 27位
拉昂 1,016羽 13位 / 全省 8,346羽 78位
特洛伊 1,746羽 17位 / NPO 3,690羽 30位 (573公里)
蓬图瓦兹 1,225羽 19位 / NPO 9,519羽 107位 (545公里)
德尔讷 4,470羽 33位 / 全省 21,072羽 204位
吉内普 2,771羽 33位 / 全省 21,289羽 123位
吉内普 3,226羽 38位 / 全省 13,998羽 98位 

半兄弟&半姐妹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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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尖赛将 荷兰~亚利.帝克特拉   2015及以后出生的全部种鸽和赛鸽

"基诺" (Keano)  NL16-1004265

"理智灰"
(Sensible Blue) Venus NL20-4215131

父亲: 

"白条雄187"
(De Witpen 187)  NL15-1163187

全国鸽王15位&地区长距离鸽王冠军全兄弟
出自 "马格努斯" x "上海"

母亲: 

"蕾瓦"
(Reva) Venus NL15-1163300 

外祖父 "好无比" 获得: 2008年全国长
距离鸽王亚军 / 出自 "佩德罗" x "马诺"

父亲: 

"史文直子"
(Son Sven)  NL18-1391998 

出自 "史文" x "艾丝米回血"
蒂尔德&乔克.艾辛加原舍

母亲: (Daughter Mano Manos)

"马诺马诺斯直女"
Venus NL15-1163370  

"奥克塔维奥" & "摇摆灰" 直/外孙女
出自 "马诺马诺斯" x "灰爱人"

霍林赫姆 959羽 冠军 / 全省 20,389羽 4位
威城 194羽 冠军 / 地区 1,379羽 冠军
德尔讷 208羽 冠军 / 半省 2,330羽 9位
吉内普 1,162羽 28位 / 全省 25,332羽 260位
威尔特 3,363羽 39位 / 全省 13,872羽 186位
吉内普 4,475羽 66位 / 全省 17,295羽 144位
魁夫兰 3,901羽 81位 / 全省 19,075羽 184位 

森斯 2,777羽 冠军 / NPO 5,706羽 冠军 (602公里)
苏尔顿 1,451羽 17位 / NPO 4,297羽 34位 (562公里)
芬洛 3,775羽 34位 / 全省 17,871羽 257位
芬洛 4,153羽 87位 / 全省 18,959羽 18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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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维尔德街 18号 9910 克涅瑟拉尔（比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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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32) 9374 3887  电邮: sales@pipa.be

www.pipa.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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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