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⑦青春得意③仁愛之友⑨天 狼 星②盈 喜 悅
第二場③萬 醒 駒②銀 飛 龍⑦赤 膽⑥飲食之星
第三場①澤 心 星②家品大王⑦紅衣前進⑧回鄉更好
第四場④升 力⑤大 將 軍⑥南華勇將⑦金 瀛
第五場①多多心得②飛 翔 星⑩心有靈犀③百事神駒
第六場⑩聰明申報聖 驛 善⑨要風得鋒①信 眼 光
第七場⑩叻 陶 寶①有 醒②精算率然⑥執 到 寶
第八場②連利之星金匯龍華④威利飛越⑤勇創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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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三仗取得位置，徐雨石
（圖）馬房的「天狼星」，上名
路程都算廣泛，先在大前仗競逐
谷草千二米得第二；再出於泥地
千二米得季軍；剛仗在田草千六
米再獲亞軍，可見這駒質居五班
必屬超級分子，但牠出賽至今卻

未贏過一場，今次出戰第一場五班千二米，賽前備戰
工夫是非常積極，最近兩日的加課，副練何敬森更指
定要由他親自主理，即使埋門於馬房內作教閘備戰，
也照樣霸住自己一手一腳考驗，看來這匹「天狼星」
今次用埋雷神壓陣擺明車馬搏殺，是值得一捧。

天狼星副練親加課

徐雨石馬房匹「銀飛龍」，今
季取得兩冠一季成績，均是來自
谷草千二米，但自兩捷之後，再
跑過三仗卻無一場有威脅性的走
勢，據有關消息所得，馬匹兩捷
後，馬房只是按正常程序去準備
此駒，正常操練雖然有，卻無繼

續替這駒施行針藥催谷，結果馬匹陣上的表現只是一
般。「銀飛龍」今次列陣，馬房用上近期冷熱門均殺
得性起之柏寶（圖），單從配搭上面，經已顯露幕後
有多少出擊意思。馬房消息指出，近期「銀飛龍」經
已施回針藥催谷，亦即是用回贏馬時候的一套催谷手
法，大家不妨留意一捧。

銀飛龍針藥谷狀態

蔡約翰（圖）今次夜賽出馬總
共有五駒之多，當中狀態最出色
者是出戰第六場三班谷草一千米
的「信眼光」，在周一最後試跑
朝，倉主吩咐了副練羅富全替此
駒於馬房地堂踱步，並以助手策
「紅衣前進」相伴，倉主則於欄

邊督操，當副練試畢「信眼光」後，落馬向倉主匯
報有關馬匹狀態進展，依其報告，馬匹狀態仍保持
戰鬥水準，情況一如今季的「活力寶」，當然後駒
於上周日只得第四。其實「信眼光」現身處三班形
勢依然有利，有態列陣，屬一隻贏面相當高之馬。

信眼光倉主睇踱步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李易達自從三月憑「金筷子」
贏馬後取得九次第二，一直未能
贏多一場，不過剛戰終守得雲開
見月明憑「永常勝」贏馬，為李

易達取得季內第十五場頭馬，令下季他要續牌不成問題，
今次睇好佢馬房的「心有靈犀」。「心有靈犀」在上手蘇
保羅兩季共六戰，唔好話上名，連近都未試過，點知今季
轉去李廄熱身一場後，翌仗在元旦日跑田草千八爆五十四
倍開齋；勝後遇上慢步速不合發揮落敗；到二月尾轉跑谷
草四班二千二百米，在楊明綸胯下後上力壓「勝風」爆十
七倍獲第二Ｗ，證明本身屬長途健將，兼且予人愈戰愈勇
之感。最值得注意是此役「心有靈犀」早段留守後方，頭
三段步速極快，較標準時間快秒半，表面看係快步速受益
者，但事實本身早於第
二段開始已造出高速，
而且衝刺勁勢持續到
底，末段更造出全場最
快時間埋尾，姿態有餘
未盡，近兩次轉沙田縮
程只係過渡性質，現返
谷中勝途可再贏。

心
有
靈
犀
瞄
準
強
項

第五場

⑩心有靈犀
③百事神駒
宅心仁厚
辣 得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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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第
三班、一二○
○米。「精算
率然」來港前

六戰得兩W三P一殿軍，初步已反映出
隻馬忠心肯拚。經上季適應水土後，今
季火速上位，首戰於四班田草1200米
取得在港首Ｗ；翌仗上三班也能上名；
之後轉戰此程分別擊殺實力指標「信眼
光」及「情投意合」再添兩勝，尤其是
贏「情投意合」嗰場，總時間1分9秒
94比另一組三班頭馬「如虎添翼」快逾
半秒，水準已值三班中上級；剛戰以鼻
位被「福嘉皇」氣走屈居亞軍，但跑出
1分9秒74是本身最佳時間。五歲仔正

不斷在增值中，作膽靠得住。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其

樂無窮」自改戴羊毛面箍兼轉跑此程後
立即變身，先是在總場次171陣上蝕位
無數下，可彈離實力指標「競駿才子」
獲勝；相隔一個月再出排最外檔，早段
焗住縮在包尾位置，中段趁慢步速上
前，走到直路中段已能單騎表演，本身
締造總時間1分40秒58跟當日尾場三
班的頭馬「小龍兒」差不多，四歲馬已
跑出三班可勝時間；其後狀態稍回，直
到上仗再度復勇，跟「飛翔星」串Ｑ，
而雙雙彈離季軍馬「光速銀桂」，屬單
打獨鬥之好賽績。確認路程專家正處勇
境，當可再勝突破現時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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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精算率然

①有 醒
⑩叻 陶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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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江山如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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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樂無窮

②連利之星
④威利飛越
⑧慷 慨 寶
金匯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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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五班、一二○○米。「青
春得意」七歲仔至今共取得兩冠三亞
軍，而上季中轉投霍利時馬房後共跑過
十一仗，只在今季中田草一哩跑入一席
冷Q位，而今評分已減至廿八分低水
位，看今晚五班賽事分別有千二及一哩
兩個賽程可揀，練者卻棄贏馬路程一哩
而打王牌揀千二縮程誓師，反映頗有出
冷決心。
第二場、第四班、一二○○米。「萬

醒駒」六歲仔季內跑過十仗，當中最近
八戰全攻谷草千二米，可惜只取得兩亞
三季仍與頭馬無緣，再看上仗改配潘頓
接手，排外檔起步之下，潘頓起步也照
搶切入跟前走，最後入直路鬥到拉士一
百米才乏力，只輸兩乘半跑第七，而今
再爭此程對手實力已減弱，且看可否勝
回一仗向幕後交代。

澤心星蓄銳有權贏
第三場、第四班、一○○○米。「澤

心星」三歲仔季內初出即在田草一千米
直路賽爆冷開胡，惟打後喺四班只取得
兩季軍未能添食，不過翻看賽績，此駒
近兩仗出爭谷草短途皆排在不利嘅外檔

起步，結果鬥到返嚟都得第三已盡所
能。賽後安排放草養足體力，經磨利槍
頭後今渡江再爭谷草一千，環看同組對
手實力平平，有力衝擊季內第二W。
第四場、第五班、一六五○米。「升

力」六歲仔生成二奶命，季內跑過八仗
取得三場亞軍與頭馬擦身而過，而最近
兩戰列陣田草千四非強項途程，皆在杜
利萊胯下後上所負不遠，今次練者終於
向現實低頭再揀番谷草一哩強項出師，
只要交出水準，坐位望贏可做得到。
第五場、第四班、二二○○米。「多

多心得」容天鵬馬房中長途分子，乃正
宗三四班升降機，季內跑過十場，唯一
頭馬於谷草同程取得，而贏馬後加分上
返三班表現皆乏善可陳；上仗敗後減至
目前六十分，較啱時間又可報到今場四
班谷賽二千二百米，馬房更打埋王牌入
紙，擺出一副搏殺格，值得信賴。

聰明申報黃金一檔
第六場、第三班、一○○○米。「聰

明申報」霍利時四歲北半球短途快馬，
季內九戰卒在上場有水準演出，列陣四
班窄場一千排二檔起步，雖然由當時久

未贏馬嘅薛寶力操刀，但仍捧成四倍大
熱開跑，結果力哥不負眾望由頭放到尾
贏馬開齋，勝後加六分現升三班續攻強
項，排黃金一檔如虎添翼，只要交出銳
利前速，絕對有力再下一城。
第七場、第三班、一二○○米。「叻

陶寶」四歲T布快馬，戰至季中狀態愈
嚟愈弗，前仗初爭谷草千二即以廿六倍
冷門跑入第三；上仗操足再爭此程，排
六檔起步綸仔搶閘一早霸住三四位，入
直路打衝鋒最後與「人和家富」串Q，
拚後復操成熟有進無退，今仗瞄準此程

再臨，強配雷神排五檔兼孭輕磅，勢必
搏盡求勝向馬主交代。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連

利之星」季內除咗初出一役田草千四跑
第五名之外，打後六戰合共取得三冠三
亞表現準得交關，看上仗角逐谷草一
哩，排十二檔劣位下，臨場仍捧成廿三
蚊大熱開跑，結果喺雷神胯下入直路一
推騎即再次輕鬆取勝。拚後小休養足體
力再作備戰，今回仍跑三班一哩強項，
續由五騎五上名嘅雷神操刀，有力打疊
四捷。

第八場②連利之星
馬 主 Ｃ 內 幕

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連利之星 勢如破竹勢如破竹
今晚快活谷編跑八場草地夜賽，以最窄C加3欄C加6

彎跑道作賽，頭場開跑時間係下午七時十五分，全晚重頭
戲編在第七場由三班馬跑千二米爭逐聖佐治挑戰盃。馬房

方面，方嘉柏重兵城下，當要優先留意，另外徐雨石及沈集成均派出不少實力馬列
陣，亦要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