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⑤手 機 皇③電子福音①驪 龍⑥糖 黐 豆
第二場③野外桃源②白玉凱旋④皇龍寶駒①多 駿 寶
第三場⑧花 紅②神舟小子⑨駿擊快車③勇敢福星
第四場①花月流星②勇 戰③快人一步綠茵風采
第五場②創 基 寶③萬 醒 仔⑧珍 珠 旺④優 勝
第六場國粹精華②勝利之星⑨爆 炸 糖⑤福爾摩斯
第七場⑥人和家富皇 子⑤快 無 極星際武士
第八場④牛 精 仔⑦星 爾 頓⑤心好事成⑥喜 勝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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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練馬師與馬主戶外活動，
未必可以一日到晚喺馬房，不過
對於馬房備戰舉動，依然會貼身
掌握，正如葉楚航（圖），周一
下午他未能返馬房監督賽駒備
戰，但對「齊飛」這匹五班馬非
常緊張，於是他落了柯打，安排

「齊飛」由余健誠在機坪踱步，並且以廄侶「海嵐一
號」葉楚強相伴，拍踱期間，副練在場搵手機拍低操
練過程，並傳給倉主過目，據悉，「齊飛」狀態有好
轉跡象，如今在五班上陣，形勢經已有利，今仗更強
配巫斯義，騎者近期鬥志好兼手風轉順，值得留意。

齊飛晨操片傳倉主

近季尾階段才由高伯新馬房加
盟徐雨石（圖）的「威利飛
越」，雖然加盟徐廄後兩戰俱未
有戰功，但走勢皆見不俗，分別
得第四及第六名，所輸距離只是
三個馬位左右，今次扳上雷神替
這駒出戰谷草一哩，當然是擺明

車馬，希望在季尾贏回一仗交代。近期「威利飛越」
由馬房副練何敬森積極操練，每逢午間熱身活動，都
是由他進行，周一午間活動，何敬森策「威利飛越」
先到機坪踱步，踱步完畢騎回馬房，未幾又見他於馬
房替這駒教閘，所以論狀態，這駒經已弗到加零一，
相信可以贏馬一省招牌。

威利飛越副練親操

文家良（圖）旗下「人和家
富」，近三仗跑谷草千二米取得
一冠一亞，落敗一仗只因取位欠
理想，輸三個馬位得第七名，本
身末段四百米所締時間是同場之
中最快一駒，因此，論這駒季尾
狀態是勇銳非常。今次再吼拿手

路程而來，賽前馬房備戰過程是一絲不苟，據悉，
賽前除每日正常出大跑道備戰外，其餘輔助活動還
有打滾、碌地沙及按摩，好待這駒有嚴謹一面的操
練外，還有一些工夫是用來放緩緊張備戰情緒，
「人和家富」操練如此積極，不妨作為馬膽看待。

人和家富備戰認真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早前馬會公布新一季自購馬以
及自購新馬中籤名單，感覺上都
幾熟口熟面，如熱衷賽馬「龍
華」系謝國輝家族就合共中了三

支籤。事實上，「龍華」系近年不停招兵買馬，季內已經
有「金匯龍華」、「龍華太旨」及「金珀龍華」贏馬而
回，今戰謝家就派出吳廄「金珀龍華」及呂廄「國粹精
華」兩駒上陣，當中「國粹精華」乃掌舵人謝國輝太太名
下，此匹自購馬來港三季，至今六歲仍是處子之身，今季
初毅然由鄭俊偉轉投呂健威馬房，可見幕後盼望開胡，而
一季下來馬匹十度上陣只取得三席位置，贏馬開齋如意算
盤仍未打響，幸好季尾階段馬匹狀態徹底回勇，最近已一
連三場在谷中一哩賽事上名，今次馬房諗計變招，索性轉
跑馬匹條件賽，幕後鍥
而不捨勇於求勝的勇氣
與決心確實值得尊重，
只要臨場際遇較好，有
力打破僵局。「蓬萊仙
子」、「海嵐一號」及
「索咖啡」均可兼顧作
配腳。

國
粹
精
華
趕
尾
班
車

第六場

國粹精華
⑧蓬萊仙子
⑩海嵐一號
索 咖 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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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馬，★優先出賽權，＃延遲報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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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第
五班、一六五
○米。「財神
駕到」經減夠

分後，前仗轉到此程立即重現專家本
色，配呂卓賢於五檔起步，出閘幾個箭
步已搶前領放，全程在未受威脅之下直
領到底，總時間1分40秒19較同晚四
班頭馬「惜福」快成秒幾；比三班頭馬
「根深柢固」只是慢0.03秒，但取勝姿
態比後兩者輕鬆得多，而且呢個時間僅
次於「比你高」成為季內五班第二快，
彰顯水準值四班中上級。本身過往跑變
化地向來表現普通，所以上場呢席殿軍
都可以收貨，曾經在四班此程三Ｗ，既

然勇浪可持續，擺前順放可再捷。
第七場、第三班、一二○○米。「忠

心義氣」季中時段開始跑起狀態，連續
三場走入前四名後，終在直路賽打響名
堂，爆段21秒37拉士是全場最快，總
時間55秒42僅次於級際賽冠軍「喜寶
駒」而成為季內直路賽第二快，再結合
蹄下敗將「鄉村輝煌」、「舞林高手」
及「幸運如意」其後紛紛補中，彰顯屬
一項好賽績。再講前仗於此程跟「中華
寶貝」串Ｑ，雖然對頭馬無乜威脅，然
季軍馬「慷慨寶」季內在此程的表現有
目共睹，反映屬強組的亞軍，今場沒有
「中華寶貝」這類惡馬在陣，以牠作膽
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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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財神駕到

⑥小林夜雨
②白玉凱旋
奄尖大少
③野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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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忠心義氣

⑥人和家富
⑧執 到 寶
星際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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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第五班、二二○○米。「手
機皇」六歲仔季內跑過十一仗，只取得
兩場季軍仍未發市，再看上仗出爭泥地
一哩，排十一檔起步切入居中留守外
疊，到拉士抄出四疊打衝鋒追回一席第
三，今次又再渡江跑二千二大長途，翻
看賽績，對上一次跑此程以均速跑第
四，今次撻着車頭出戰，有力替方廄爭
取頭馬。
第二場、第五班、一六五○米。「野

外桃源」徐廄六歲仔饒富鬥心，不過衝
刺力短唔易發揮，看上仗出戰五班一
哩，臨場打到三十一蚊開跑，二檔起步
後柏寶一早沿內欄領放，鬥到拉士百餘
米眼見放到，豈料「開心得意」從外如
飛將軍般殺上僅負功虧一簣。拚後復課
狀態仍在勇點，今次再爭此程，既跑必
全力求功。
第三場、第四班、一二○○米。「花

紅」蔡廄T布早熟快馬，今季初出取得
兩亞一季仍未一逞，看上仗以後備身份
補上出爭田草千二，排十四檔起步，羅
理雅一早從外切入單騎領放，一直鬥到
拉士二百米才被頭二馬追越，但仍維持
勁度取得一席第三，而今老蔡安排渡江

出爭千二，憑其飛快前速可望一氣放返
打響勝門。

花月流星衝擊頭馬
第四場、第四班、一二○○米。「花

月流星」四歲摩廄南半球快馬，季內跑
過五仗，最近兩戰角逐三班田草及谷草
千二米皆有接近走勢，看上仗首次渡江
跑千二，配梁家俊排十檔起步，快閘馬
一早殺埋嚟望空走二疊，入直路被「善
勝」帶向外跑仍衝刺不弱，最後只不敵
「中華寶貝」三馬位。而今降班再戰，
環看對手非強，只要交出水準，有力衝
擊頭馬。
第五場、第四班、一六五○米。「創

基寶」（圖2號）在季初階段專攻田草
短途，連番上名而未勝，經拚搏一輪
後，到季中部署回氣兼減分，跑到前仗
增程谷草一哩跑入冷Q；跟手隔一周再
爭此程，後上擊敗「騏名燈」贏馬補
中。勝後仍留四班作賽當有優勢，拚後
有一個月養足體力，現再爭勝途排五檔
好位，可坐定粒六。
第六場、第三班、一六五○米。「國

粹精華」在港三季尚未贏，幕後恨贏心

切，最近三仗谷草一哩跑得兩亞一季成
績，看上仗楊明綸揀騎排五檔起步，沿
途守在馬群前疊二三位，入直路一度透
出，可惜未能貫注到底只跑第三，而今
再來續孭輕磅，只要交出水準，坐位望
贏無難度。
第七場、第三班、一二○○米。「人

和家富」季內初出，跑到第四仗喺谷草
千二爆出十三倍冷W，打後兩戰續攻此
程，前仗跑來進退失據，予人感覺飽食
遠颺，其實該役牠排八檔，沿途被頂在
外疊下落敗；上仗排十檔起步，巫斯義

就沿途走二三疊外遊，轉入直路仍維持
追勢，結果影相僅敗入Ｑ，今排二檔靚
位，當有權收復前失。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牛

精仔」經季內多場實戰省起狀態，上賽
卒在巫斯義胯下喺谷草一哩勝回一仗，
並且替騎者打破復出後嘅頭馬荒，該仗
排五檔起步，過往快閘一定三扒兩撥擺
前領放，但係今場老巫讓「君悅灣」放
頭，待入直路後追衝贏對手，騎出大師
級風範，勝後仍爭三班此程，打鐵趁熱
有力再締佳績。

第五場②創 基 寶
馬 主 Ｃ 內 幕

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創基寶 再下一城再下一城
今晚谷草編跑八場賽事，以最窄C加3欄C加六彎作

賽，頭場下午七時十五分開跑，三T雖無多寶，惟六環彩
有一百八十多萬元多寶，全晚共編有兩場條件賽。馬房方

面，大摩、方嘉柏及蔡約翰鬥到火紅火綠，三廄參戰馬均要留意。騎師方面，雷神
及潘頓當要睇實，另外郭能及韋達均手執不少邊線馬，也可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