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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天鵬（圖）馬房隻「鵰
神」，上場轉入此廄後首次列
陣，倉主給牠選跑谷草一千米，
結果由梁家俊跑入一席第三名。
這駒的上手練馬師麥菲文，在此
廄跑過三仗俱無走勢，如今一轉
倉安排上陣立即有上名成績交

出，可知新接手的練馬師經已能掌握這駒的性能。今
次快活谷夜賽，四班賽程是有一千米可供「鵰神」上
陣，也即是這駒剛上名的路程，但馬房卻安排牠跑谷
草千二米，從馬房的部署，顯然知道這駒增程會更合
腳法，應是交代之時。

鵰神棄一千跑千二

沈集成（圖）馬房的一對同主
馬「追風追月」及「月追越
風」，兩匹都是三班馬，經倉主
的巧妙安排，較質新的「月追越
風」被安排跑一千米，至於「追
風追月」則繼續跑谷草千二。當
然，這個安排也是相當合理，

「追風追月」今季嘗試向谷草短途進軍後，到目前為
止已跑過兩次谷草千二米，成績是兩戰兩捷，是未敗
之師，所擊敗的對手分別是「話得事」及「騰龍超
影」，今次馬房再替牠跑贏馬路程，同主的「月追越
風」初出已於千二跑得好，而今有進步水準，亦要讓
路給同主馬，可見「追風追月」的機會能睇高一線。

追風追月未收夠籌

何良（圖）馬房的「咪走
寶」，今季可以話大放異彩，因
為馬房自從將這駒部署向谷中一
哩發展後，現時在這個路程所錄
得的成績是非常不俗，今季此駒
所跑的六場窄場一哩，總共取得
三冠兩亞一季軍，到目前為止仍

未失三甲。「咪走寶」自上次五月九日角逐谷草一
哩，僅以頸位敗在「明月光」蹄下後，賽後馬房經
已給予這駒足夠的時間休息，今次「咪走寶」養好
體力列陣，屆時再打硬仗的話，料是匹三甲穩入的
爭勝材。

咪走寶速高可放到

靈驗客詐 傻 扮扮 懵 馬

香港馬會規定每個練馬單位最
多只能訓練六十駒，而目前有七
個馬房擁六十匹馬或以上，雖然
稍後從化馬場啟用後，有九個倉

口訓練馬匹數目上限可以增加至七十匹，但上季抽中新馬
籤及今季抽中自購馬籤的馬主，由七月一日開始便相繼會
有新馬運港服役，而且數目可真不少，因為入口的PPG必
須要是未曾出賽的兩歲或三歲馬，來自澳洲及新西蘭的三
歲馬，八月一日將會轉為四歲，所以好多新馬都需要趕上
七月的航班來港，否則牠們將會不符合PPG入口的資格。
故此，為迎接七月來港的大一批新馬，練馬師開始對廄內
兵力進行清洗大行動，以騰出空間給即將來港的新馬，而
通常率先被掃走會是實力見盡，而且七歲以上的舊馬，傷
患馬亦會是被清洗的對
象，但這些舊馬被清洗
前，練馬師都希望盡量
令牠們交出表現。今次
「搖錢樹」下年元旦日
轉十歲，服役已屆倒數
階段，今次長途二千二
百米路合，可散餘暉。

捧
搖
錢
樹
富
貴
榮
華

第一場

⑦搖 錢 樹
②天長地久
⑤通 勝
⑨富貴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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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第
四班、一○○
○米。文家良
與「薪勇」馬

主許氏兄弟數十年世交，非一般朋友關
係下，為成績為情誼，時刻都急於交出
成績。「薪勇」馬主許日炘與許日銓的
父親許光鎮，生前養馬四十載，早於文
家良七十年代初加入馬圈，由策騎員投
身見習生跟隨老摩學藝，當時許光鎮已
有「新旺」由老摩主理，到八二年文家
良掛靴前夕，便以同主「新雄」取得從
騎最後頭馬，往後文家良當大摩副練，
「新」系馬都跟隨，到獨當一面開倉，
「新薪」、「新英」及「新添」在文廄

訓練取勝，「薪勇」如今季尾操起勇
態，有力開糊。
第六場、第三班、一○○○米。「快

樂歡騰」在澳洲六戰得兩冠兩亞，勝途
為一千及千二，皆守前列好位取得。其
父「智能導彈」是早熟澳洲高班短途
馬，三捷一千及千二，包括二級賽托文
錦標及二級賽金玫瑰預賽。母系則三勝
千一至千三。「快樂歡騰」的同母馬
「醒目名駒」，在澳洲三捷千四及千
六，其中一場是阿堅斯錦標，在港兩勝
一哩及千八，並在打吡跑第三，最近又
蟬聯澳港盃企穩一班。「快樂歡騰」在
澳洲最後一場八十四分賽跑第二，現評
七十三分有不少水位，可攻入前列。

快
樂
歡
騰
歡
樂
家
庭

第
三
場

薪 勇

③老 友 記
④極速銀桂
⑤海 之 濤
⑨要風得鋒

第
六
場

③快樂歡騰

④歡樂家庭
⑨禾 道 駒
索 先 生
威 先 生

葉米高葉米高

第一場、第五班、二二○○米。「幸
運神駒」上季中轉投李廄後迄今仍未一
逞，然而季內已經兩度跑入Q腳，上名
兩役皆跑二千二百米長途，足證馬兒跑
長途才有最佳發揮，廿一分馬現處於危
險水位，今次轉戰谷草長途乃最佳射
程，只負輕磅作賽形勢有利，在此當有
拚勝分量。

銀亮之星潘頓垂青
第二場、第四班、一二○○米。「銀

亮之星」前賽列陣同程，早中段墮居後
列，直路初移前之際又受阻，繼而取位
欠順難望空兼遲遲才能夠取得平衡，劣
勢重重下，末段於不足百多米短暫衝程
下越追越近，論表現一點也不失禮；上
仗改配蘇狄雄留放大同小異，最後殺上
追回一席第三，再次輸在際遇；今次再
戰此程，假如有較佳留放，四班上風馬
隨時可補中。
第三場、第四班、一○○○米。「永

旺喜喜」跑法可跟可鬥，近兩場喺谷草
一千米取得亞季各一，表現不俗，可是
仍然與頭馬擦身而過；看上場續爭此
程，四十三蚊熱門之一在黃俊胯下快閘

前領守好位，最後亦殺入一席第二；復
課粗身馬仍見正常備戰工夫，狀態漸見
提升，今仗練者瞄準此程入紙搏殺，既
跑必全力求交代。
第四場、第四班、一六五○米。「川

河領駒」（圖前駒）剛戰再配黃俊出戰
谷草一哩，結果力拚放入季軍，雖然未
竟全功，但師父繼續給予機會，等於人
馬的表現得到肯定；今次再報一哩出
師，翻看近仗此程皆以均速戰略走得
近，喺季尾此類跑法馬必佔到先機，只
要交出一貫水準，坐位望贏可以做到。
第五場、第二班、一八○○米。「幸

福分享」季內幕後銳意向打吡之路進
軍，不過勉強增程之下，效果明顯未符
預期，直到近仗折返中距離路程隨即重
新名題三甲，似乎進一步印證睇法無
誤。此外，上場「幸福分享」如非直路
衝刺欠順，以其開順步後追勢猶強，已
有力取勝；今次渡江轉戰千八，對手次
一皮，出頭厚望。
第六場、第三班、一○○○米。「皇

仁先鋒」早熟快馬，季初跑田草表現平
平，直到四月尾轉到谷草發展試出彩
虹，亦由此場開始戴上頭罩即跑第五，

反映轉變帶來正面幫助；前仗隨即取得
在港首捷；上仗雷神停賽由潘頓接手，
再戰此程也跑入第二；此刻四歲自購馬
猶如開竅，今次繼續留在三班跑贏馬路
程，有力爭取季內第二W。
第七場、第三班、一二○○米。「君

達星」季內五戰跑得唔多，在第二戰贏
出田草千二後，打後三戰只得兩亞；上
仗久休復出縮爭田草直路賽，配黃俊快
開半程乏力落敗；拚後復課曾由黃俊試
跑，落腳比前更覺爽朗，進度持續向
上，是次渡江轉戰千二誓師，只要快閘

放出，有望重啟勝門。
第八場、第三班、一六五○米。「咪

走寶」何良四歲前速飛快馬，季中轉攻
此程隨即開竅，六戰共錄得三冠兩亞一
季軍，全入三甲，由四班贏到三班，當
中前賽更主宰步速形勢，前快後勁帶
到，力拒「歡喜心」及「軍炮」贏馬，
屬高水準冠軍；上場續攻強項謀添食，
採取同一戰術，但步速偏正常，到終點
前僅被「明月光」所擒只輸頸位；今次
練者用王牌再臨，續可展現路程專家本
色補中。

第四場②川河領駒
馬 主 Ｃ 內 幕

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川河領駒 手到拿來手到拿來
今日谷草安排八場賽事，以C欄C加三跑道進行，頭場

下午七時十五分開跑，全晚唯一盃賽是由二班馬爭逐馬拉
華度賽馬會挑戰盃。練馬師方面，沈集成及何良俱派出不

少實力馬列陣，值得優先注意。騎師方面，雷神及潘頓當要重視，另外半冷可向黃
俊與梁家俊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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