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場①友 瑩 采富貴榮華④本 事⑤豐盛人生
第二場⑦勁勇威龍①勇 駒⑤奇 真④華美之寶
第三場③銀亮之星⑤大 四 喜雷霆導彈全勝姿態
第四場④八 太 子①金碧輝煌⑦超 然⑤盡 開 顏
第五場①紅 星③越 感⑥開心神駒好 友 益
第六場④放 眼 量⑤雷 公 鑿索 先 生⑥勇敢傳說
第七場③旺 蝦 王②華美之友多 多 醒⑧朝五晚九
第八場①醉 多 福狀 元 才④大 風 暴⑧鞍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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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周一最後試跑日，徐雨石馬
房一片喜氣洋洋，原來黃皓楠
（圖）買了幾打西餅請倉內手足
食，慶祝他日前贏滿七十場頭馬
榮升大師傅。副練何敬森笑言，
請食西餅似乎細手筆一點，應該
要食晚飯，副練又謂要趁他在月

尾離開徐廄到鄭廄上班之前請食晚飯，黃皓楠得悉當
然冇托手踭。於當日午間，馬房安排「好友益」給黃
皓楠踱步，神態非常生猛，馬房手足睇好這匹新升班
分子能夠再下一城，成為黃皓楠升正大師傅後的首場
頭馬。

好友益賀楠仔畢業

目前姚本輝（圖）的副練，下
季將會過丁冠豪倉任副練，因為
新一季姚本輝愛兒將會出任姚廄
副練一職，實行父子兵，近期姚
本輝搏殺手風亦順，今次夜賽，
馬房睇好「平天下」可以連捷。
在周一早上，「平天下」由何汝

華踱步，現時他亦是暫時代替姚廄副練一職，因為副
練經已進行休假，在七月份到丁廄返工。至於「平天
下」在何汝華胯下走花蹄踱步，神態生猛谷起雞公
頸，此駒上仗擊敗「銀豐神駒」及「雷公鑿」獲勝，
今次再跑贏馬路程谷中一哩，對手多屬剛戰蹄下敗
將，有機會打破冇打疊贏的宿命。

平天下誓打破數據

上次在潘明輝胯下跑得第二名
的「超好玩」，由於只是輸頭位
給「醉多福」，馬房為了今戰能
增加其爭勝機會，故決定用上有
十磅可減的黃俊，為了今次能發
揮出預期水準，在周一早上，何
良（圖）找來黃俊在馬房內替

「超好玩」加課，而在加課期間，何良非常緊張黃
俊控制馬匹韁繩的動作，結果何良睇完黃俊替馬匹
加課後，再行近馬匹觀察牠的動態及聽呼吸聲，細
心觀察後才放心離去，從動態所顯示，今次「超好
玩」必全力拚搏圖收復前失。

超好玩何良督加課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今日谷草採用B跑道舉行，今
季谷草曾經九次用B欄，睇番五
月十六日同一條移欄草地賽事，
場地讀數為2.69，當晚曾在第四

場之後進行壓地，有六場頭馬時間快過標準時間。現重溫
當日各場頭馬跑法，一場一千米，「皇仁先鋒」一放絕
塵；三場千二米，「自由旺」搶出帶到，「好友益」及
「醉多福」守第五、六位入直路建功；三場一哩，「悅目
星光」守第六位入直路破班際時間勝出、「勁嘉輝」後上
爆半冷、「平天下」跟前第二位奠勝；一場千八米，「勝
利仔」落山前發力，守第四位入直路得手。練馬師方面，
上次谷草B欄，徐雨石四捷兼捧盃大豐收，另外最近三次
谷草B欄姚本輝都有馬贏。騎師方面，潘頓最近三次谷草B
欄都有馬贏，而且每次
都係頭場贏馬。今次推
介沈廄「醉多福」，上
場易廄初出即在谷草千
二米B欄大熱開齋，復
課試閘操練無間，揀同
班同程同欄再上陣，決
心添食。

醉
多
福
添
食
無
難
度

第八場

①醉 多 福
②超 好 玩
⑧鞍 歌
狀 元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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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第
三班、一六五
○米。「放眼
量」上季九戰

全敗無一入位，但就因此勁減廿三分，
今季四十九分起步，經一季適應水土兼
且減分多，對手大為減弱下便成功反
彈，季初兩場熱身後，隨即在田草千四
米打開勝門，可惜之後在田草屢拚未
逞，因此轉往谷中一試，結果證明何良
部署奏效，在谷中一哩配潘頓重響勝
鼓，路程專家「紫電明珠」更完全未能
埋身；之後再戰順利添食，蹄下敗將同
樣有路程專家「勇冠王」；前仗同程以
頭位敗於「靚紫荊」，但成功拋開季軍

「小米周」；今次捲土重來是一心衝擊
季內第4W。
第七場、第二班、一二○○米。「朝

五晚九」來港前在英國葉森贏過一場表
列賽，亞軍為「帆哥兒」；之後進軍澤
西錦標大敗，臨來港前於金頓膠沙贏
馬，騎足一條直路險勝，隨即放盤，以
三十九萬堅尼成交。「朝五晚九」父系
「盡善盡美」乃澳洲冠軍種馬，母系
Gentle On My Mind 源 自 歐洲種王
Sadler's Wells，當年屬古摩亞名下，曾
贏二千四百米處女馬賽。睇試閘、血
統，「朝五晚九」嚴格而言非速度型快
馬，但上次初出泥地千二即得第三，反
映質素高，今次轉來谷草，補中機高。

朝
五
晚
九
亞
馬
寶
寶

第
六
場

④放 眼 量

⑦爪皇烈焰
⑩琴 心 星
⑤雷 公 鑿
②平 天 下

第
七
場

⑧朝五晚九

①一 哥
②華美之友
③旺 蝦 王
⑥亞馬寶寶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五班、一八○○米。「友
瑩采」今季在四班上陣八次，只得一場
跑入三甲，不過也有三場跑到第四名，
半數取得獎金名次，證明在四班尚有一
定戰鬥能力；上次得以回降五班出戰窄
場千八，換了一批次級貨色，即在潘頓
胯下力戰跑入配腳；千二磅大馬拚後火
氣仍旺，今戰再爭此程出擊來意不善，
可繼續跟進。
第二場、第四班、一六五○米。「勁

勇威龍」在港征戰多載已屆八歲老年，
不免戰鬥能力下降，所以今季整體成績
欠理想，只曾上名一次。上仗排二檔形
勢好，卻因途中意外大力勒避下招大
敗；而今次小休月餘，繼續瞄準拿手好
戲谷草一哩，形勢與之前上名時相似，
如果能夠跑出水準，照道理今次是有反
底機會。

銀亮之星開齋在望
第三場、第四班、一二○○米。「銀

亮之星」今季新馬進度火速上位，連續
三場出戰谷草千二，前兩場一而再扭轉
劣勢追入一亞一季軍，拉士分別衝到段
廿二秒四五及廿二秒七變速，竄勁非一

般；上仗配小潘熱門搏失，復課馬房仍
大力打磨，經已擺出一副強烈求補中決
心，對於季尾這類急求交代馬，必須予
以看重。
第四場、第四班、一二○○米。「八

太子」A布馬季內專攻窄場，季初出戰
千二無功，到季中進軍一哩也未夠氣量
應付，碰釘後近幾場笠上眼罩回到短途
戰線，效果卻出奇地討好，末段一而再
衝得虎虎生威，卒在上賽配楊明綸打開
勝門；年青馬開竅後表現持續在進步，
今戰小休近八周再戰勝途，時刻要盯實
動向。
第五場、第三班、一二○○米。「紅

星」今季屢建奇功，目前已獲得三贏三
季俱為谷草千二，當中兩場頭馬都係由
潘頓取得，人馬合拍。而三月尾開始，
此駒已回到三班角逐，成績漸漸回升，
反映已重拾升軌。再看上仗角逐此程，
潘頓喺拉士幾十米才撻着車頭追回一席
第三；今次再戰只要早段楔得中間好
位，發揮水準可爭勝。
第六場、第三班、一六五○米。「放

眼量」何良A布馬今季大勇大熟，十戰
全入前五名之餘，如抹去大前仗受到

「與龍共舞」墮馬影響，純輸意外賽
績，季內四戰谷草一哩累積兩冠一亞一
第五，稱得上是首本強項路程；四歲馬
正值戰鬥力巔峰時期，看復課後操練絲
毫冇放鬆，動態頗有用盡一時決心，機
會值得看好。
第七場、第二班、一二○○米。「旺

蝦王」蔡廄當打之輩，出道六次當中角
逐一千直路賽全勝，而且每一次都令到
對手只有食塵份兒，實力深不可測；直
到上仗初戰田草千二轉彎途程才初嘗敗
績跑第二。今次練者選擇轉戰窄場千二

米，看蔡約翰部署胸有成竹，明星馬千
呼萬喚始出來，也不想令普羅馬迷失
望，必定盡全力爭勝。
第八場、第三班、一二○○米。「醉

多福」季內首五戰養在文廄鬱鬱不得
志，僅於田草千二跑得一次亞軍，令到
馬主萌生去意，於二月尾轉到沈廄發
展，上仗賽前操足三個月，千呼萬喚始
出來，新接手的沈集成搵到潘頓執韁擺
明想省招牌，結果廿三蚊大熱門一擊即
中；若以上勝賽績衝量，今仗仍戰三班
可謂贏盡卡士，添食唔難。

第五場①紅 星
馬 主 Ｃ 內 幕

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紅星綻放光芒綻放光芒
今晚谷草安排八場賽事，草地以B欄C彎進行，頭場晚

上七時十五分開跑，全晚唯一盃賽是由三班馬跑一哩競逐
木球會錦標。練馬師方面，徐雨石及姚本輝均派出多匹實

力分子列陣，值得優先留意。騎師方面，雷神復出，當然又會與宿敵潘頓再鬥一
番，另外可一吼韋達之坐騎。

C3 文 匯 馬 經 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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