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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季在谷草一哩打開勝門的方
嘉柏馬「騏名燈」，上仗轉手由
何澤堯出戰同一路程，並非贏馬
功臣柏寶，演出可說判若雲泥，
由柏寶所贏一仗，是用且放且走
戰術，末段力拒蔡廄「勝利威」
以一頸位勝出，不過，上場由何

澤堯騎，一樣用且放且走戰術，卻只得第五名，輸給
冠軍「馬飛龍」兩個餘身位，幕後認為這仗輸得不
值，於是今次轉用潘頓（圖）希望拚個明白。馬房為
了「騏名燈」能夠保持好水準，賽前倉主要求副練一
手一腳親自監督，並要不時檢查馬匹狀態進度。

騏名燈換人拚明白

姚本輝（圖）於今次夜賽雖然
派出六駒列陣，但倉主最緊張的
只得一匹馬，這駒便是在第四場
角逐五班一千米的「齊齊歡
欣」，在周一排位日午間下着微
雨，副練鍾占祺接得柯打，要策
這駒到機坪踱步，而陪伴這駒一

起踱步的有上周末跑過的「正白旗」，後者則由吳嘉
晉親自踱回，只見在機坪拍踱的時候，「齊齊歡欣」
見雨更加興奮及活躍，狀態已漸入佳境，此匹遲熟
馬，過往陣上雖然走勢一般，但今次用到巫斯義出
馬，排靚位第二檔跑一千米，有權交出令人眼前一亮
的表現，半冷值得一試。

齊齊歡欣進步神速

告達理（圖）在今次夜賽只派
出三駒，分別是梁家俊的「名
馬」、韋達的「滿貫豐采」及由
雷神操刀的「魅力星」，而上述
三駒中，有兩駒是由告達理親自
打磨，分別是「滿貫豐采」及
「魅力星」，近日下午這兩駒均

被安排於地堂踱步，告達理很有心機，踱完一匹到
另一匹，要經他考驗過才放心，如果講變化，「魅
力星」近期完全唔同款，馬身養壯兼且火氣旺盛，
已回復昔日贏馬時水準，假如揀今晚告廄馬之中最
勇者，「魅力星」必是最弗，是有高度重視必要。

魅力星告達理當寶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徐雨石於二月勝出「振興中
華」後，直至四月尾隔兩個月方
憑「神奇飛龍」重開勝門，打破
缺口後自此搏殺手風轉順，近幾

次賽日先後以「金瀛」、「超霸龍」及「皇龍大師」交出
頭馬，其中「金瀛」閘前飛數票如雨下，最後被捧成大熱
門而飛到馬到，後兩駒則分別爆出十倍的冷門，既然有近
績支持，徐雨石馬房參戰馬短期內自然要多加留意。翻查
今季徐雨石馬房頭馬紀錄，目前取得廿五場頭馬之中，有
十三場係在谷草取得，其餘田草七場及泥地五場，佔了半
數是在窄場錄得，可說是馬房取分福地，估計今次夜賽徐
又有王者興，當中「愛寶」情緒比較容易緊張，谷草上
陣似乎比田草可靠得多，此駒體健耐勞近期頻頻被安排在
谷草列陣，照例後上衝
番一段，長期走得接
近，前仗一千後上跑入
第三名；上周三在千二
米前置守好位亦都跑得
好，如今隔一周匆匆再
臨，幕後似乎有不贏不
罷休決心。

愛
寶
徐
雨
石
延
旺
勢

第七場

⑧愛 寶
②江山如畫
⑥聖 海
⑨駿馬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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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名前數字為馬房出馬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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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第
五班、一○○
○米。「有情
風」過往跑咗

四次此程都未入過三甲，然季內205總
場次以四分三身位輸俾「高山威龍」獲
得殿軍，以鄰近的「麟轉乾坤」其後添
兩勝三位成績來衡量，已知「有情風」
跑此程已非昔日之吳下阿蒙。果真此駒
安排在田草1400米連輸三場後，剛戰
回師此程立即贏馬，總時間57秒37較
同晚四班頭馬「皇子」只慢0.26秒，水
準已值五班中上級，彰顯六歲仔現時力
短，跑此程更合發揮，贏馬後加六分唔
算多，最重要是今回只是面對一群上賽

的蹄下敗將，排有利三檔起步，只要保
持到水準，再贏實食無黐牙。
第六場、第三班、一二○○米。「威

威寶貝」上季於此程得三冠兩亞，當中
以一個身位輕易秒殺「愛的呼喚」屬水
準之作。本以為今季轉五歲會有一番作
為，沒料到跑咗九場都仲未贏，名次常
在三至五名之間未算有威脅，表現只算
中規中矩。不過大前仗竟可在田草1200
米跟「點解」和「活力寶」跑近，並壓
倒其後得一冠一季的「萬事欣」，屬強
組季軍。近兩場轉到此程之所以名次倒
退，主因是走外疊蝕唔起，大馬跑到現
時才撻起狀態，跑得有分寸些，應該有
機會衝擊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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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樂 趣
⑤上浦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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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四班、一六五○米。「友
瑩養」（圖5號）葉楚航馬房四歲中距
離分子，季內五戰，跑到季中撻着車
頭，先在前仗競逐谷草一哩，喺薛寶力
胯下追入大冷第四名；上仗改配郭能再
爭此程，結果喺能哥胯下追足一條直
路，抽打十幾鞭打到開花都係僅負俾有
班底嘅「神奇飛龍」，拚後官仔馬狀態
續進，而今再爭谷草一哩，對手並非太
強，交出水準有力贏馬交代。

彩耀全球一放絕塵
第二場、第四班、一○○○米。「彩

耀全球」四歲早熟快馬，季初評五十二
分初出跑田草千二即一鳴驚人，喺蘇狄
雄胯下搶放爆出十三倍冷W，惟勝後跑
過兩仗表現平平未見佳處，至於今次轉
跑谷草千二雖無賽績支持，惟埋門兩周
馬房操練工夫一絲不苟，由狄仔一手打
磨狀態磨利刀，以本身跑法夠主動，料
甚合窄場發揮，放出有力言勝。
第三場、第四班、一六五○米。「為

食仔」五歲英國中短途馬，季內初出跑
過七場，前仗角逐谷草一哩跑第四表現
接近；上仗改配柏兆雷執韁出爭田草一

哩，排十三檔起步半程殿後，入直路兜
出三疊望空打衝鋒力追入Q，拚後打仔
馬狀態更勇，今次馬房安排渡江復爭一
哩，對手非強可叩響勝門。
第四場、第五班、一○○○米。「創

意寶」四歲仔喺五班作賽必有討價還價
之力，看最近三戰五班短途賽事，當中
兩戰谷草一千取得一亞軍，該役力鬥
「年年好運」僅負馬頸位，而今次抖近
一個月養足體力再爭谷草一千米，埋門
出試走來成熟躍進不少，可望今仗取得
勝仗向幕後交代。
第五場、第四班、一二○○米。「快

人一步」六歲仔季內跑過八仗，慢熱馬
由於評分偏高，喺三班接戰欠缺表現，
直到上賽降回四班出爭谷草千二卒有反
彈演出，喺柏寶胯下後追力拚入Q，只
負「特務飛龍」半馬位非戰之罪。而今
練者入紙再爭拿手途程，且看可否趁勇
衝擊季內首W。
第六場、第三班、一二○○米。「紅

海灣」四歲T布馬季內四戰，當中頭三
戰出爭谷草及泥地千二米皆跟跑而回，
到上仗再爭谷草千二，練者替牠加眼罩
作賽，翻查隻馬來港前就係戴眼罩下贏

馬，結果表現脫胎換骨，在田泰安胯下
後上衝贏「伽楠」打開勝門，今仗仍留
三班作賽續攻贏馬路程，交出上回凌厲
後勁有力添食。
第七場、第三班、一○○○米。「皇

子」體弱卻有高質素之馬，上年曾經兩
次試閘後流鼻血，唔計上場，來港已兩
年只跑過兩次，曾陷出局之危險邊沿，
然而經過練者悉心打理之下，上回久休
五個月復出渡江跑谷草一千米，結果在
雷神胯下起步應聲彈出，就此貼欄一放
到底，拉士按韁贏三個幾馬位返嚟，今

回升班孭輕磅，有力打疊再贏。

馬飛龍連捷無阻力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馬

飛龍」五歲意大利馬，雖然喺上仗之前
跑過十五仗只係得一席季軍，不過話晒
此駒來港前曾在羅馬勝出三級賽一哩及
跑過意大利打吡，睇番上場初次降入四
班出爭谷草一哩，柏寶轉彎踩油即拋離
「紫電明珠」兩個馬位，輕鬆打開勝
門，而今升班改負輕磅再爭此程，當有
捧場價值。

第一場③友 瑩 養
馬 主 Ｃ 內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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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谷草編跑八場，以移欄B欄C彎跑道作賽，頭場下

午七時十五分開跑，三T、六環彩及第一口孖T俱有多
寶，相當吸引。全晚設有兩項錦標，分別係國際商事仲裁

委員會盃及蘇特恩盃。馬房方面，方嘉柏派出多匹弗馬列陣，當要重視。騎師方
面，潘頓及雷神皆值得留意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