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哈利 
 NL10-1864667

神奇迪克
 NL03-5343048

闪电781 
 BE04-3001781

开始于：2021年11月15日
截标于：2021年11月20日

GPS拍卖网为您呈现

安东.芮腾伯格
荷兰已故顶级育种大师
清舍拍卖之种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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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OLLE

我曾经在NPO的旧出版物上了解到，很多成鸽的鸽友

都是通过引入强豪的名鸽后代而获得的成功。比如来自

乌特勒支的鲁沃斯先生曾经到比利时诺克隆的赛鸽名家

巴烈兄弟（Gebr. de Baere）那里引入了当时闻名鸽届

的“铁甲武士”幼鸽。之后的连续三年，“铁甲武士”

的一羽孙代鸽凭借多次冠军成为新一代名鸽。布莱斯韦

克的杨.尼辛克也通过引入巴塞隆纳国家赛奖鸽育出了许

多长距离优秀赛鸽，在圣维仙、波城赛鸽中获奖无数！

多年以来，芮腾伯格兄弟都是在荷兰竞争力最强的地区

参赛，他们的竞争对手包括 G.J. 沃夫父子、雅克.库克

父子、科勒联合鸽舍、斯托丹穆兄弟、雅克.沃尔夫、巴

克兄弟、布莱曼兄弟等。在NABvP的75周年纪念版上，

我了解到安东.芮腾伯格兄弟是1974年的D区全能冠军

鸽舍。芮腾伯格兄弟和雅克.沃尔夫（当时的荷兰赛鸽冠

军）有着深厚的友谊，引入他的“410”（一羽詹森兄

弟血系鸽）后代鸽为芮腾伯格兄弟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那时候他们的另一羽重要的赛鸽是“巴维安”。当时，

芮腾伯格兄弟经营一家销售水果和蔬菜的公司，日常工

作繁忙，但是总能抽出时间参加比赛，还能取得很好的

赛绩，这应该也是一种天赋吧。难得是，他们在取得成

功的同时，也帮助很多其他鸽友比如莱特.凡.里森、曼

妮.克莱德等鸽友使用他们的鸽子获得成功。到了80年代

早期，哥哥弗里茨退出赛鸽运动，弟弟安东就独自继续

养鸽，但是他的重心转移到了育种，只有最超级的鸽子

才能进入他的种鸽舍，比如他曾多次引入赛鸽大师詹森

兄弟的鸽子。

很多国内外的鸽友使用这些超级赛鸽的后代取得了成

功，比如：盖比.凡德纳比、吉拉德.考夫曼、杨.胡曼

斯。在安东看来，引入顶级名鸽的子代会大大增加成功

的几率。成功者总是惺惺相惜，安东.芮腾伯格和比利时

赛鸽大师盖比.凡德纳比有着深厚的友谊，安东曾经引入

数十羽顶级名鸽“闪电号”、“詹姆斯邦德”、“闪电

781”、“鲁迪”的子代鸽，这些鸽子也为他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

由于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荷兰顶级育种大师安东.芮腾伯

格先生于今年的5月20日晚上与世长辞。安东是一位富有

激情并且值得人尊敬的一位鸽友，他和他的哥哥弗里茨

（Frits）一起于1953年开始参与赛鸽运动，直到80年代

末，他们都是一起以“芮腾伯格兄弟”的名字参赛，从60

年代开始这对兄弟档鸽舍一直保持优秀的赛绩，是一个非

常成功的鸽舍。在那时，他们就始终秉持一个理念：引入

超级名家的冠军鸽优秀后代鸽是取得成功的捷径！

He was especially in his element with
warm weather and wind on the head

安东.芮腾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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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781”作出子代和孙代获：

19085羽冠军、11444羽冠军、10858羽冠军、10606

羽冠军

8808羽冠军、7376羽冠军、6400羽冠军、5122羽冠军

3236羽冠军、2645羽冠军、2559羽冠军、2189羽冠军

2164羽冠军、1917羽冠军、1266羽冠军、1247羽冠军

1061羽冠军、1007羽冠军、11444羽亚军、6598羽亚军

6025羽亚军、5205羽亚军、3820羽亚军、1508羽2位

1007羽3位、3678羽4位、4231羽4位、2927羽4位

2379羽4位、5741羽5位、5559羽5位、1150羽5位

8683羽6位、8482羽6位、5741羽6位、3777羽6位

等！

全部无重复记录！

在杨.胡曼斯那里，安东陆续引入了世界名鸽“哈利”的

多羽子代，其中“年轻哈利”成为他的一羽基础种鸽，

作出子代和孙代多次获奖。“哈利”本身荣获2009年

WHZB全国长距离鸽王冠军，布洛瓦全国37728羽冠

军，查特鲁全国22340羽冠军、查特丹全国21520羽3

位，成为一羽现象级赛鸽！

“哈利”的育种价值甚至更高，因为它出自盖比.凡德纳

比的“年轻闪电”配考夫曼的“小迪克”与“爱神”的

直女。“年轻哈利”的妈妈是“艾伦”，出自盖比.凡德

纳比的“梦想家”配“白腹号”的姊妹，也是著名的“

詹姆斯邦德”的姊妹鸽，“詹姆斯邦德”荣获波治全国

13166羽冠军。“年轻哈利”的育种价格也非常之高，

现已作出子代和孙代获：

14316羽冠军、11144羽冠军、7582羽冠军、5144羽冠

军

1837羽冠军、1688羽冠军、1192羽冠军、3384羽2位

3020羽2位、2092羽2位、1909羽2位、1091羽2位

13872羽3位、6114羽3位、4886羽3位、1045羽3位

4913羽4位、10296羽5位、9955羽5位、1963羽6位

等。

He was especially in his element with
warm weather and wind on the head

闪电781 
 BE04-3001781

年轻哈利 
 NL10-1864667

Anton and Frits Ruitenberg in an old publication
from the then NPOrgaan.

▲



另一次重要的引援便是来自艾玛文的吉拉德.考夫曼，

安东.芮腾伯格引入了世界名鸽“小迪克”多羽子代，

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安东引入的其中一羽“小迪

克”子代不能育种，所以他带着鸽子去考夫曼那里调

换，但是吉拉德没有任何“小迪克”的幼鸽，经过协

商，吉拉德拿出了一羽已经有很多赛绩的“小迪克”

直子给安东调换，这羽鸽子环号为NL03-5343048，

出自“小迪克”配“阿米拉”，它即为我们现在熟知

的名鸽“神奇迪克”，这羽鸽子的育种能力超强，为

安东.芮腾伯格和其他鸽友获得了无数成鸽！

“神奇迪克”应该是“小迪克”最佳直子，没有之

一！

“神奇迪克”作出孙代获：
22257羽冠军、17025羽冠军、16046羽冠军、15243

羽冠军

12540羽冠军、12500羽冠军、11552羽冠军、10845

羽冠军

10571羽冠军、10141羽冠军、8890羽冠军、7710羽

冠军

7112羽冠军、7000羽冠军、6853羽冠军、6367羽冠军

6336羽冠军、6064羽冠军、5732羽冠军、5507羽冠军

5477羽冠军、4402羽冠军、4320羽冠军、3788羽冠军

3677羽冠军、2478羽冠军、2380羽冠军、5438羽冠军

3061羽冠军、2811羽冠军、1912羽冠军

23466羽亚军、14926羽亚军、11286羽亚军

所有赛绩无重复记录！

安东曾经作出一个重要的选择，不再参与现场公开拍

卖会，仅参加网络拍卖会，这使得他的鸽子知名度迅

速打开，很多鸽友慕名而来专门购买他的鸽子。在他

的好友葛瑞特.伯格曼的帮助下，安东参加了2015年巴

拉顿公棚赛，其中一羽鸽子入赏鸽王前三位！

Anton Ruitenberg’s breeding lofts in his last years, only the best was good enough!

神奇迪克
 NL03-5343048

It is known, for example, that 
Anton obtained eggs directly 

from the
Gebr. Janssen in Arendonk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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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东的基础种鸽以外，
近年他还引入了超级名家迪
克.范登布克最佳赛鸽

包括大名鸽“基特尔”、“新基特
尔”、“格里佩”等的子代和孙代；
巴特.吉林克斯的“格斗士”、“白头
席维斯特”后代；希勒兄弟的“超级
男孩”后代；安德烈.德拉帕的“扑克
脸”“天空斗士”后代等！

可以说，安东.芮腾伯格拥有一个独特
的超级的育种王国！

随着安东的去世，这也将是唯一一次
可以购得顶级种鸽的机会，敬请关
注！

www.gps-auctions.com

本次拍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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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盖比.凡德纳比原舍”收藏

“闪电号”&“凯特雌”作出，
作出子代“超级罗密欧”，

“新闪电号”等名鸽

更多子（孙）代成绩如下：

“闪电781”是“鲁迪”的兄弟鸽
也是安东.芮腾伯格的三羽基础种公之一
“闪电781”作出子代和孙代包括：
2018年查特鲁全国27656羽冠军和亚军；
波治全国雌鸽13570羽冠军，33324羽分速最快；
NL14-1866653,2014年WHZB最佳幼鸽；2018年南图全国3区26234羽冠军

19.085羽冠军     18.516羽冠军       11.444羽冠军  
10.858羽冠军    10.606羽冠军       18.061羽亚军   
8.808羽冠军      7.376羽冠军         6.400羽冠军
5.122羽冠军      4.927羽冠军         3.351羽冠军   
3.236羽冠军      3.127羽冠军         2.645羽冠军   
2.559羽冠军      2.189羽冠军         2.164羽冠军   
1.917羽冠军

闪电781 

 BE04-3001781

鲁迪
 BE06-3008003

盖比.凡德纳比基础种鸽

包括5羽

世界名鸽 

 “鲁迪” 
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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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盖比.凡德纳比原舍”收藏

“超级罗密欧”“新闪电号”半姊妹

出自“鲁迪”&“维基”

“超级罗密欧”“新闪电号”半兄弟

出自“鲁迪”&“维基”

“超级罗密欧”“新闪电号”半姊妹

出自“鲁迪”&“公主葛洛丽亚”

“鲁迪”直女
♀BE14-3157893  

“麻鹰鲁迪”
 BE12-3168972

“鲁迪”直女
♀ BE14-3154517

比利时11羽收藏级别赛鸽

3羽世界名鸽
“鲁迪”的超级子代！

盖比.凡德纳比基础种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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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灰”X“克莱尔”作出

父亲：“贵族灰”为“皮伯白腹号”直子
母亲：“克莱尔”为“鲁迪”直女

半兄弟/姊妹“葛洛丽亚”以11万欧元高价售出

“派顿”X“戴安娜”作出

父亲“派顿”为“魔术先生”直子
母亲：“戴安娜”为“花花公子白腹号”直女”

“巴特勒”X“莎娜”作出

父亲：“巴特勒”为“詹姆斯邦德”&“麦当娜”作出
母亲：“莎娜”为“漂亮闪电”&“玛丽”作出

“贵族灰小姐”
♀ BE17-3008353 

“伊斯”
♀ BE15-3150626

“巴特勒”直子
 BE13-3056183 

第一部分：“盖比.凡德纳比原舍”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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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X“贝拉”作出
父亲：“月光”为“海王星”&“所向无敌雌”作出

母亲：“贝拉”为“超级快客”&“魔术先生”姊妹作出

“鲁迪”X“艾伦”作出
父亲：“鲁迪”为“闪电号”&“凯特雌”作出

母亲：“艾伦”为“幸运085”兄弟X“真国王”孙女
作出

“派顿”X“戴安娜”作出
父亲：“派顿”

出自“魔术先生”&“卢娜”
母亲：“戴安娜”

出自“花花公子白腹号”&“葛洛丽亚”

“海王星”孙女
♀ BE15-3147877

“年轻鲁迪”
 BE11-3172659

“菲诺拉小姐”
♀ BE15-3025073

第一部分：“盖比.凡德纳比原舍”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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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杨.胡曼斯原舍收藏

“深斑哈利”
 NL15-1850095

“哈利”直女
♀ NL15-1850001

2 great children of the icon “Harry”, no longer available!

布洛瓦全国37728羽冠军
查特鲁全国22340羽冠军
查特丹全国21520羽3位
NPO全国鸽王冠军
WHZB-TBOTB全国鸽王冠军

“哈利”
 NL07-2007621 

全世界最著名的种鸽！

父亲

“哈利”（“年轻闪电”&“迪克雌”）X“
汉基98”姊妹

“哈利”（“年轻闪电”&“迪克雌”作出）X
“汉基98”半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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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好的才能进入
安东.芮腾伯格的种鸽舍！

西斯”X“漂亮达芬奇”作出
父亲：“西斯”

本身荣获：NPO布洛瓦4829羽亚军
NPO查特鲁5979羽5位

NPO萨布瑞斯7599羽11位

母亲：“漂亮达芬奇”
“达芬奇”直女

“漂亮哈利”（“哈利”最佳直子之一）X
“美好胡曼斯”

“特殊哈利”（“哈利”直子）X“哈利”直女）

“漂亮西斯”
 NL16-1663713 

“漂亮胡曼斯”
♀ NL14-1219693

“哈利女郎”回血
♀ NL15-1850248

第二部分：杨.胡曼斯原舍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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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迪克.范登布克原舍收藏

“基特尔小姐”
♀ BE18-4224951

“涡轮基特尔”
 BE16-4230605

KBDB全国鸽王（系数史上最低）
魁夫兰2089羽冠军
魁夫兰1792羽冠军
魁夫兰2023羽2位
魁夫兰2443羽3位
魁夫兰2212羽4位
魁夫兰1934羽9位

“基特尔”
 BE13-6139803

“格里佩”
“新基特尔”兄弟

父亲

两羽世界名鸽“基特尔”子代！

* 迪克.范登布克  

拥有者：法兰德收藏

作出子代获：圣庞特麦克斯6733羽3位/2875羽4位
圣庞特麦克斯12240羽7位/33687羽9位

“基特尔”X“724”作出直女
父亲：“基特尔”出自世界名鸽“好红号”X“奥林匹克罗西塔”

母亲：“724”为“超级健将979”直女

作出子代获：
2239羽2位/1170羽2位/960羽5位/642羽9位

“基特尔”X“浅斑比尔雌”作出
父亲：“基特尔”出自世界名鸽“好红号”X“奥林匹克罗西塔”

母亲：“浅斑比尔雌”出自“浅斑比尔”X“我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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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特尔”（“基特尔”“格里佩”全兄弟）

X“722”（“基特尔”姊妹直女）

“班克西”X“金粉号”作出
父亲：“班克西”为“基特尔”&“奥林匹克罗西塔”

作出直子
母亲：“金粉号”为“基特尔”最佳姊妹鸽

“格里佩”X“056最后直女”作出

父亲：“格里佩”，“基特尔”、“新基特尔”全兄弟
本身荣获：KBDB全国鸽王6位

母亲：“056最后直女”
“056”&“好红号”直女作出

“新基特尔”子代
 BE19-4213823 

“特殊布克305”
 NL20-1254305

“格里佩小姐”
♀ BE16-4230662

第三部分：迪克.范登布克原舍收藏
3羽收藏级赛鸽，迪克.范登布克最佳

马歇尔.山格斯
原舍



14

第四部分：希勒兄弟-柯恩.明德豪-
巴特.吉林克斯-贺伯特兄弟集锦

“超级男孩”X“鸽王女孩”作出
父亲：“超级男孩”是超级种鸽，“浅斑

85”&“白腹号”孙女作出
本身荣获：NPO全国鸽王冠军

5000羽冠军，6793羽冠军
5149羽冠军，2183羽冠军

母亲“鸽王女孩”，
“超级男孩”&“666”直女作出

WHZB全国鸽王亚军

“黄眼号”X“红眼雌”作出

父亲：“黄眼号”柯恩.明德豪世界名鸽，是“
断翼号”&“弗兰斯卡”作出

本身荣获：
全国鸽王冠军

NPO6340羽冠军
NPO3077羽冠军

NPO2227羽冠军）

母亲：“红眼雌”为超级种赛鸽
本身荣获：

皮塞佛5015羽冠军

“超级鸽王”
 NL14-1125642

“柯恩特”
 NL17-3708109

来自以上4羽顶级名鸽的收藏级赛鸽

本场拍卖会
包括2羽
世界名鸽

“黄眼号” 
子代

希勒兄弟
原舍

柯恩.明德豪
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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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希勒兄弟-柯恩.明德豪-
巴特.吉林克斯-贺伯特兄弟集锦

很好的一个”（“苏亚克小姐”直子）X“白
头席维斯特”直女

“伊万”X“164”作出
父亲：“伊万”，世界名鸽，“维纳斯”&“

灰543”作出
本身荣获：

KBDB全国鸽王冠军+4位得主
4774羽冠军、3132羽冠军
1946羽冠军、3256羽冠军

母亲：“164”，“超级百万”直女
本身荣获：

2011年亚精顿全国22位

“超级百万”荣获KBDB全国鸽王亚军

“黑美人”
♀ BE16-6033579

“伊万”直女
♀ BE13-2172861

本次拍卖会

包括两羽
世界名鸽

“伊万”
子代

巴特.吉林克斯
原舍

贺伯特兄弟
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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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脸”（BRD全国鸽王冠军、4437羽
冠军、1180羽冠军、3898羽冠军、1417
羽冠军）X“蒙娜丽莎”（神奇配对直女）

“天空斗士”X“提亚”作出
父亲：“天空斗士”为“扑克脸”直子

荣获：
HDI全国鸽王冠军

8332羽冠军
5571羽冠军
2879羽冠军
3595羽冠军
1973羽冠军

母亲：“提亚”为神奇配对直女

“扑克脸”直女
♀ DV01769-18-1239

“石板德拉帕”
♀ DV01769-17-1825 

第五部分：安德烈.德拉帕原舍集锦
两羽安德烈.德拉帕基础种鸽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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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安德烈.德拉帕原舍集锦

“特殊基特尔”X“好红号”回血
父亲：“特殊基特尔”出自“基特尔”&“基特尔”直女

母亲：“好红号”回血出自“基特尔II”&“银鸽王”直女

“好红号”回血X“976”
父亲：“好红号”回血出自“基特尔II”&“银鸽王”直女

母亲：“976”出自“基特尔”&“超级66”直女

“超级264”X“奥林匹克罗西塔”姊妹
父亲：“超级264”

出自“基特尔”&“超级健将”直女作出
母亲：“奥林匹克罗西塔”

姊妹出自“灰史蒂芬”&“300雌”

“年轻红”
 DV01769-19-762 

“耶勒”
 DV01769-19-860

“德拉帕557”
♀ DV01769-18-557

“基特尔”荣获：
KBDB全国鸽王冠军（系数最低）

魁夫兰2089羽冠军/魁夫兰1792羽冠军
魁夫兰2023羽2位/魁夫兰2443羽3位
魁夫兰2212羽4位/魁夫兰1934羽9位

“基特尔”为“格里佩”&“新基特尔”全兄弟

3羽世界名鸽“基特尔”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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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利奥.贺尔曼斯-汉斯&艾沃特.爱亚卡普-
J. & F.亨德里克父子-依皮.海姆斯特拉收藏
来自以上4个顶级鸽舍的原舍鸽

“切”直子X“切”直女作出

“小杨”兄弟X“326”作出

父亲：“小杨”兄弟出自“杨”&“娜塔莉亚”

母亲：“326”出自“杨”&“奥林匹克003”直女

“乔里斯”X“499”作出

父亲：“乔里斯”为超级种鸽，

出自“灰盖比”&“钢铁女郎”

母亲：“499”为“亚精顿”&“亚精顿”半姊妹

“切”回血
 NL17-1821204

“都是杨”
♀ BE13-6305672

“珊妮”
♀ NL14-1359197

本场拍卖会将于
11月20日（周六）结束

晚上7点开始陆续截标

汉斯&
艾沃特.爱亚卡普

利奥.贺尔曼斯
原舍

& F.亨德里克
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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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拍卖会将于
11月20日（周六）结束

晚上7点开始陆续截标

安东.芮腾伯格
清舍拍卖会

本次清舍拍卖会的种鸽
分为三个部分
其中包括以下顶级名鸽的子代和孙代
比如：“哈利”、“基特尔”、“黄眼号”、

“格里佩”、“新基特尔”、“鲁迪”、

“神奇迪克”、“闪电781”、

“年轻哈利”、“格斗士”等等。
这将为

安东.芮腾伯格

最后的

原舍种鸽

“年轻哈利”
 NL10-1864667

“神奇迪克”
 NL03-5343048

“闪电781”
 BE04-300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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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安东.芮腾伯格收藏
最佳安东.芮腾伯格

“闪电781”X“257”作出
父亲：“闪电781”，出自“闪电号”X“凯特雌”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
查特鲁全国27656羽冠军+亚军

母亲：“257”，出自“闪电781”X“白腹号”孙女

“闪电581”X“257”作出
父亲：“闪电581”为大名鸽“闪电号”直子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布洛瓦全国25700羽冠军

南图26234羽冠军/NPO5438羽冠军

母亲：“257”
出自“闪电781”&“白腹号”孙女

“闪电781”X“257”作出
父亲：“闪电781”，出自“闪电号”X“凯特雌”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
查特鲁全国27656羽冠军+亚军

母亲：“257”，出自“闪电781”X“白腹号”孙女

“马克”
 NL15-1274120 

“038”
 NL14-1510038

“闪电号”回血
 NL12-1130660

出自最
佳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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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安东.芮腾伯格收藏
安东.芮腾伯格最佳

“神奇迪克”X“亨尼”作出
父亲：“神奇迪克”为安东.芮腾伯格顶级种鸽，

出自“小迪克”&“阿米拉”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22257羽冠军，16046羽冠军

15253羽冠军，12540羽冠军

母亲：“亨尼”，“小迪克”直女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11329羽冠军，5878羽冠军

2070羽冠军，1933羽冠军
7277羽3位，11024羽3位

“闪电781”X“257”作出
父亲：“闪电781”，出自“闪电号”X“凯特雌”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
查特鲁全国27656羽冠军+亚军

母亲：“257”，出自“闪电781”X“白腹号”孙女

“神奇迪克”X“艾米丽”作出
父亲：“神奇迪克”为安东.芮腾伯格顶级种鸽，

出自“小迪克”&“阿米拉”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

22257羽冠军，16046羽冠军
15253羽冠军，12540羽冠军

母亲：“艾米丽”为“阿拉丁”&“贝缇娜”作出

“年轻迪克”
 NL15-1273713 

“艾琳”
♀ NL15-1273722

“凡德斯鲁斯小姐”
♀ NL14-151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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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安东.芮腾伯格种鸽清舍
安东.芮腾伯格最佳种鸽

“年轻哈利”X“001”作出
父亲：“年轻哈利”为顶级种鸽，世界名鸽“哈利”

直子&“艾伦”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

14316羽冠军，11144羽冠军
7582羽冠军，5144羽冠军

母亲：“001”为“哈利”&“汉基”半姊妹作出

“闪电781”X“黄金185”作出
父亲：“闪电781”，出自“闪电号”X“凯特雌”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
查特鲁全国27656羽冠军+亚军

母亲：“黄金185”
出自大名鸽“鲁迪”&“金姆”

“神奇迪克”X“亨尼”作出
“神奇迪克”X“亨尼”作出

父亲：“神奇迪克”为安东.芮腾伯格顶级种鸽，
出自“小迪克”&“阿米拉”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22257羽冠军，16046羽冠军
15253羽冠军，12540羽冠军

母亲：“亨尼”，“小迪克”直女
作出子代和孙代获：11329羽冠军，5878羽冠军

2070羽冠军，1933羽冠军，7277羽3位，11024羽3位

“珍珠号”
♀ NL20-1121409

“闪电781”直子
 NL15-1274149

“罗萨莉”
♀ NL14-15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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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部分使用安东.芮腾伯格赛鸽取得成功的参考：
-巴腾斯父子

凭借两羽“闪电781”的孙代鸽荣获2018年查特

鲁全国27656羽冠军+亚军；林堡地区中距离鸽王

冠军，凭借“闪电号”曾孙代荣获NPO7位、10

位、15位、23位、49位，入赏林堡长距离鸽王季

军！

另外，他使用“年轻哈利”的后代也获得了很大成

功。

-杨&乔克.卡曼

凭借“神奇安东”入赏2018年WHZB-TBOTB全国

长距离鸽王季军

-柯尔.瓦尔达

凭借NL17-107569“神奇迪克32”入赏省赛当日归

鸽王亚军，2019年WHZB全国全能鸽王

-吉拉德.范登伯格

凭借“奥林匹克珊妮”（“闪电781”子代）入赏波

兹南奥林匹克中距离代表鸽季军

-约翰&艾斯.萨文斯，入赏亚精顿全国9851羽9位；

凭借“路易斯1”荣获亚精顿全国大区1072羽冠

军；“路易斯2”荣获亚精顿省赛1752羽2位；“路

易斯6”荣获波治全国大区1274羽6位；“路易斯”

荣获查特鲁全国一岁鸽26695羽6位；“鲁比”荣

获冯特内705羽冠军；全部为“神奇迪克”和“盖

比.凡德纳比”最佳赛鸽后代

- J.A. 海森伯格

使用“神奇迪克” 直女育出2019年PIPA排名荷兰最

佳速度鸽冠军，“孙代鸽”获2019年8区省赛短距离

冠军鸽2位；“孙代鸽”荣获2021年8区省赛全能鸽3

位等等，子代和孙代荣获：6458羽冠军、5569羽冠

军、3350羽冠军、3181羽冠军、3098羽冠军、2654

羽 冠 军 、 1 3 2 1 羽 冠 军 、 4 8 0 6 羽 2 位 、 4 1 5 3 羽 2

位、1581羽2位、8638羽3位、7915羽3位、6926羽3

位、6458羽3位、1596羽3位、3037羽4位、7915羽5

位、6458羽5位、5315羽5位、4217羽6位、2598羽7

位、4217羽9位、2462羽9位、20028羽21位、13674

羽21位等

另外其他鸽友使用芮腾伯格的鸽子荣获

比利时波治全国33324羽冠军、2014年WHZB全国

幼鸽鸽王冠军、南图全国3区26234羽冠军，2013年

WHZB-TBOTB全国当日归鸽王冠军、2013年NPO全

国当日归鸽王冠军；除此之外，很多超级奖项还未被统

计，不过，这已足够证明安东的鸽子有多优秀！

使用安东.芮腾伯格的赛鸽获得成功的还有：

拉斯兄弟、贺尔曼.库恩、GPS战队、克里斯蒂安.范德

维特令、巴特.武能、W.布拉克、凡艾斯育种中心、亚

普&杰伦.米德、未来赛鸽、艾莱克斯.凡.佐米伦、艾沃

特.凡德.豪斯特、亚力.帝克特拉、约翰.鲁腾伯格、柯

恩.凡路易、菲利普.巴德尤、艾德文.施霍龄、布莱克联

合鸽舍、瓦尔登育种中心、迪克.凡欧特、希勒兄弟、林

德劳夫联合鸽舍等等。“芮腾伯格赛鸽”在公棚赛以及

中国的俱乐部多关赛中也有很多出色的表现。

本次拍卖会由GPS拍卖网组织呈现
拍卖网址:WWW.GPS-AUCTIONS.CN

联系电话：18511061087  15130856895（微信同号）
Coco(比利时兰姐)wechat(微信号)：coco499116888

拍卖会2021年11月15日开始～20日结束



荷兰电话: +31 (0) 416666727
lex: +31 (0) 623916026
邮箱info@gps-auctions.com
网址：WWW.GPS-AUCTIONS.CN

中文请联系：18511061087

Coco(比利时兰姐)
wechat(微信号)：coco499116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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