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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時間17日，F1澳洲站排位結束，麥拿侖車隊咸美頓和
畢頓強勢包攬前二，拿下18日舉行的2012年F1揭幕站發車

頭排。蓮花車隊新秀斯贊表現驚艷，獲得第3，「7冠
王」舒密加第4，衛冕冠軍維泰爾僅列第6。「冰
人」拉高倫和艾朗素遭遇厄運，先後在Q1和Q2
中被淘汰。(now671及高清672台18日下午

3:45直播)

由於拉高倫和艾朗素先後被淘汰，使得
Q3的爭奪僅剩下4位世界冠軍參與。平治車

隊的羅斯保第一個登場，所有車隊軟胎毫無懸念。
5分鐘之後，6人刷出首輪成績，咸美頓以1:24.922
最快，之後是維泰爾，舒密加，畢頓，斯贊等。

紅牛戰車慢麥拿侖0.5秒
後5分鐘，第二輪衝刺開始，韋伯率先作出

1:25.651一度排名次席，但是很快成績單重新洗
牌。最終麥拿侖車隊的咸美頓以1:24.922拿下桿

位，英國人的隊友畢頓落後0.152秒第2。蓮花F1車隊新秀斯
贊表現驚艷，拿下第3，「7冠王」舒密加第4，韋伯被刷到
第5位，衛冕冠軍維泰爾僅列第6，更重要的是，紅牛RB8與
麥拿侖的MP4-27的差距超過了0.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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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咸美頓 麥拿侖 1分24秒922
2 畢頓 麥拿侖 1分25秒074
3 斯贊 蓮花 1分25秒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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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拿侖揭幕站包攬前二

維泰爾向3連冠衝刺
儘管在早前巴塞羅那測試的最

後一天，因為其紅牛戰車RB8變

速箱出現故障，維泰爾只跑了23

圈，而且這個賽季普遍被認為是

實力差距不大的一個賽季，但在

誰能奪得車手總冠軍的問題上，

各方的答案卻出奇的一致：維泰

爾！沒錯，上季早早將冠軍懸念

扼殺在搖籃之中的「雙冠王」，15

個桿位，11個冠軍，19站比賽17

次登上領獎台，如此穩定的表

現，值得將賭注放在他的身上。

最重要的是這位德國車王才24

歲，職業生涯正在走上坡路，還

有潛力可挖，既然集駕駛技術和

年齡優勢於一身，難道你懷疑

RB8不給力嗎？RB8是值得信賴

的，而維泰爾似乎是不可阻擋

的，如果他能收穫本賽季的冠

軍，就將成為繼方吉奧和舒密加

後，又一位實現3連冠的車手。

維泰爾 所屬車隊：紅牛

世界冠軍：2次(2011年、2010年)

戰車型號：紅牛RB8

畢頓成為維泰爾大敵
身為紅牛領隊的霍納在賽季開

始前公開表示，畢頓是維泰爾最

大敵人，其實並非霍納一個人看

好這位英倫帥哥，憑借上季奪得

亞軍的資本，畢頓絕對有力問鼎

成為「王上王」。畢頓本人也是信

心十足，他在冬季測試時就放出

麥拿侖沒有理由不更進一步的豪

門，除了對麥拿侖新車底氣十

足，這位前世界冠軍對勝利也是

充滿慾望，種種跡象得出，畢頓

有可能迎來職業生涯的第二春。

這次新賽季前的測試，畢頓不

止一回表示，紅牛的優勢不再那

麼突出，麥拿侖的準備工作，也

明顯強於去年，言下之意就是，

畢頓及麥拿侖的機會來了。畢頓

的駕駛風格更加流暢，最直接地

體現在對輪胎的使用方面，另外

就是，面對複雜天氣的比賽，應

變能力也更強。有鑒於去年他的

強勁勢頭，新賽季看好畢頓的人

想必不在少數。

畢頓 所屬車隊：麥拿侖

世界冠軍：1次(2009年)

戰車型號：麥拿侖MP4-27

咸美頓專注返回賽道
往事不堪回首，這是咸美頓對

2011年的最佳註解。這一年，咸

美頓成為了賽道上的焦點負面人

物，激進的駕駛風格令他成為眾

矢之的，也讓他頻繁的與賽會幹

事碰面，還有與女友的第N次分

手；總而言之，咸美頓度過了相

當糾結的一年。雖然與隊友畢頓

相同都獲得3次分站冠軍，但積分

卻落後隊友，咸美頓嘴上說無所

謂，可以他不服輸的性格必須要

把失去的東西統統奪回來。

聽從父親建議，咸美頓與女友

復合，並且表示本賽季要全神貫

注於賽道。至於咸美頓的天賦和

能力，無需質疑，麥拿侖的新車

在冬季測試中也體現出積極的一

面，縱然這個賽季對於咸美頓依

然比較艱難，維泰爾和隊友畢頓

哪個都不好對付，但當一個注意

力集中的咸美頓出現在賽道上

時，值得我們所有人拭目以待。

咸美頓 所屬車隊：麥拿侖

世界冠軍：1次(2008年)

戰車型號：麥拿侖MP4-27

艾朗素成敗取決新車
艾朗素駕駛技術沒得說，即使

上季只拿到一次大獎賽冠軍，人

們對於西班牙人的表現還是豎起

大拇指，紛紛認為只要有好車，

連維泰爾都要靠邊站。然而現實

的世界不容假設，悲傷的是，在

新一季冬季戰車測試中的表現，

只能用不敢恭維來形容，這讓外

界對新賽季的法拉利無法樂觀，

連他們的總監費萊都直言揭幕戰

登不上領獎台，聽到這句話，艾

朗素的心是不是剎那間就透心

涼。

艾朗素在法拉利多少孤獨了

些，「躍馬車隊」的榮譽他必須

一力扛起，更是在賽車不甚給力

的情況下。休賽期離婚，輕描淡

寫；緋聞，一笑置之，面對比賽

之外的種種，艾朗素總可以表現

得雲淡風輕；但是一輛競爭力存

疑的新車，卻讓艾朗素淡定不起

來了，他不想再重複上季，只能

在第3排發車，於正賽玩命追趕，

只能為領獎台而戰。

艾朗素 所屬車隊：法拉利

世界冠軍：2次(2005年、2006年)

戰車型號：法拉利F2012

舒密加要再行多一步
2010賽季，多是因為大家的期

許值太高，看到舒密加表現失去

王者風範後，難免失望至極。接

的2011賽季繼續低開，令到舒

密加將再次退役的傳聞一度甚囂

塵上。而隨 下半程各種不乏精

彩的表現，之於舒密加的輿論導

向又迅速地從「被退役」轉向了

「被續約」。儘管「續約」的話題

在這個休賽期不止一次被提及，

至少短期內並不會有答案。畢竟

這不是一時的意氣和想法所能決

定的事情。

1月份，當舒密加迎來自己43歲

生日的時候，德國車王曾說，

「開始(復出)的時候我確實有點點

生 。但是現在一切都在變好，

我相信我能取得成功。我們只

要，再向前邁出一小步。」

舒密加 所屬車隊：平治

世界冠軍：7次(1994年、1995

年、2000年、2001年、2002年、

2003年、2004年)

戰車型號：平治W03

拉高倫絕非來跑龍套
新賽季之所以還沒開始就被人

津津樂道，皆因拉高倫的回歸讓

參賽的世界冠軍陣容變得異常強

大。舒密加也第一時間發來賀

電，表達了對「冰人」的歡迎。

「冰人」回來可不是湊數的，這位

2007年世界冠軍既然選擇回來，

就是雄心不死的體現，就希望能

大幹一場，可別忘了，舒密加當

初回歸也是這麼想的。「冰人」

能熟悉DRS賽車系統嗎？他對倍

耐力輪胎能適應嗎？

有一點是肯定的，「冰人」也

要經歷一段陣痛期，但考慮到

「冰人」並不算大的年齡，他的陣

痛應該會比舒密加短，而冬季測

試上的「冰人」看起來不像剛回

來的陌生人。然而畢竟F1已不再

是曾經的F1，拉高倫再怎麼更快

進入狀態，他也難以進入到爭冠

行列，但「冰人」也絕非跑龍套

的，他十之八九能成為攪局者，

至於排名，中流偏上的位置也許

更現實一些。

拉高倫 所屬車隊：蓮花

世界冠軍：1次(2007年)

戰車型號：蓮花E20

■斯贊、咸美頓及畢頓(左起)

於澳洲站前3發車。 法新社

■斯贊、咸美頓及畢頓(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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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女車手維諾塔為瑪魯

西亞車隊出任試車手，是首位

F1車隊試車的女車手。維諾塔

現年3 1歲，她參加過包括

Superleague，歐洲3000，西班

牙GT，F3以及世界房車賽在

內的眾多賽事。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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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高倫（蓮花）

新一季一級方程式賽車(F1)將

在今午於澳洲站揭幕，今季最大

看點，絕對是「6大車王」碰

頭，F1歷史上首次有這麼多冠

軍聚集一堂。維泰爾、艾朗素、

畢頓、咸美頓、舒密加及拉高

倫，這6位老中青世界冠軍，將

鍊足一季爭做「F1王上王」；

這是車壇盛事，也是車迷幸事，

他們今季帶 不同的夢想踏上征

程，總有一個你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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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女車手維諾塔為瑪魯

西亞車隊出任試車手，是首位

F1車隊試車的女車手。維諾塔

現年3 1歲，她參加過包括

Superleague，歐洲3000，西班

牙GT，F3以及世界房車賽在

內的眾多賽事。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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