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K.K.湾寻踪卡鲁岛调查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大陆东面的卡鲁岛。
据报告显示，卡鲁岛的近日来出现明显的生态系统紊乱，问题非常严重。
飞空艇前进中…
飞空艇前进中…
飞空艇前进中…
顺利到达卡鲁岛上方，开始着陆。
完成着陆，开始讨论此次的行动方向。
（组长潜能激活次数少于 2）
（组长潜能激活次数不少于 2）
{组长潜能激活次数少于 2}
优先探索卡鲁岛以南——即卡鲁火山南面植被群区域。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2
根据既定目标，开始沿海岛南部探索！
向着乌露树林前进中…
向着乌露树林前进中…
向着乌露树林前进中…
所谓乌露，是由于这里常年滚滚的火山浓烟在空气中遇冷后降下的灰黑色雨滴而得名的，大
体是卡鲁岛特有的标志性景象。
进入森林。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某处，一大群黑暗哥布林正懒洋洋地躺在树下，不知道在做什么…
学员：这么一大群家伙，看起来真危险…
对方数量众多…看起来非常骇人…目前不适宜强行招惹…
学员：哥布林一直是一帮爱惹麻烦的家伙…
（全是一年级学员）
（不全是一年级学员）
{全是一年级学员}
糟糕，有个傻里傻气的新人不自觉地悄悄凑了上去…
学员：喂…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似乎有哥布林无意中撇过头看了一眼这边，但是依旧没有什么反应，懒洋洋地躺着。
干脆再走近一点观察…
学员：真的没问题吗？
领地意识非常强劲的家伙们还是无动于衷…看起来兴致缺缺的样子…
于是再走近一点观察…
学员：会是圈套吗？
四下里死气沉沉的…突然，一只哥布林翻了一下身——
学员：啊！
！
！
然后又爱理不理地把屁股对着我们径自扭过头去了…
学员：感觉收到了侮辱…
于是乎胆子再放大一点…
学员：面对这样的挑衅，是陷阱也认了！
走入了哥布林们的埋伏圈…然而——
这样的场面真令人绝望…我们完全被当成了空气…
学员：心情复杂…
小组暂时解除了战斗准备状态。大家决定也无视哥布林们继续前进。
小组前行中…
前行中…
……
顺利穿过哥布林聚集区…
学员：感觉它们像是集体吸了毒一样，一点干劲都没有…
哥布林们的表现实在是太过奇怪了…无论如何都令人在意…
难道说这也是生态系统紊乱第一部分？
看来必须尽快查明原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3
前方隐约可以看到水源，是乌露森林环绕的淡水湖——乌露湖。
学员：传说中为数不多的以浑浊的水质为卖点的湖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到达乌露湖畔。

学员：这里的风景好美啊！
湖面波光粼粼，映射着阳光，折射出一道道虹色的光芒，美不胜收。
经历了刚才的阴霾，突然感觉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
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
也有人产生了同样的感慨…
学员：嗯…
明白了！湖面…感觉莫名的清晰…不像是乌露湖应有的景象…
原本应该是浑浊水质的乌露湖，现在的水质居然如此清澈，完全看不到一点污渍…
学员：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大家开始分头沿湖面搜索…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
大家汇总了情报，没有任何发现…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全是一年级学员}
大家决定先沉住气，远远地观察…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似乎有哥布林无意中撇过头看了一眼这边，但是依旧没有什么反应，懒洋洋地躺着。
干脆再走近一点观察…
学员：真的没问题吗？
领地意识非常强劲的家伙们还是无动于衷…看起来兴致缺缺的样子…
于是再走近一点观察…
学员：会是圈套吗？
四下里死气沉沉的…突然，一只哥布林翻了一下身——
学员：啊！
！
！
然后又爱理不理地把屁股对着我们径自扭过头去了…
学员：感觉收到了侮辱…
于是乎胆子再放大一点…
学员：面对这样的挑衅，是陷阱也认了！
走入了哥布林们的埋伏圈…然而——
这样的场面真令人绝望…我们完全被当成了空气…
学员：心情复杂…
小组暂时解除了战斗准备状态。大家决定也无视哥布林们继续前进。
小组前行中…
前行中…
……
顺利穿过哥布林聚集区…
学员：感觉它们像是集体吸了毒一样，一点干劲都没有…
哥布林们的表现实在是太过奇怪了…无论如何都令人在意…
难道说这也是生态系统紊乱第一部分？

看来必须尽快查明原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3
前方隐约可以看到水源，是乌露森林环绕的淡水湖——乌露湖。
学员：传说中为数不多的以浑浊的水质为卖点的湖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到达乌露湖畔。
学员：这里的风景好美啊！
湖面波光粼粼，映射着阳光，折射出一道道虹色的光芒，美不胜收。
经历了刚才的阴霾，突然感觉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
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
也有人产生了同样的感慨…
学员：嗯…
明白了！湖面…感觉莫名的清晰…不像是乌露湖应有的景象…
原本应该是浑浊水质的乌露湖，现在的水质居然如此清澈，完全看不到一点污渍…
学员：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大家开始分头沿湖面搜索…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
大家汇总了情报，没有任何发现…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完全无法判断异变的原因，小组决定继续向着卡鲁岛东部调查。
学员：听说所谓的乌露是由于火山的浓烟混入雨水中降下来造成的，这里的水质变得澄澈，
会不会是雨水减少的原因呢？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4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某处，依然可以见到一大群黑暗哥布林正懒洋洋地躺在树下…和来时见到的如出一辙…
学员：话说这帮家伙们的活力源究竟是什么呢？
（没有水母、猫头鹰、六角恐龙）（有水母、猫头鹰、六角恐龙之一）
{没有水母、猫头鹰、六角恐龙}

似乎一时间也没人能找到答案…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5
真是苦恼…
先不管这些了，权当课后作业吧！现在只好带着问题继续前进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已经快走出乌露树林了。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6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来到了乌露树林外围，卡鲁火山山脚下的卡鲁熔岩区。
卡鲁火山虽然不是完全的活火山，内部高热量的熔岩仍旧会缓慢而源源不断地从山口往下流
动，其终点只有一处——眼前的熔岩区。
学员：既不会扩散也不会无休止淤积，这或许可以说是 Noah 大人创造的奇迹吧…
眼前的熔岩区似乎不那么容易穿过…一朵朵火苗在风中摇曳、上蹿下跳着，看起来非常骇人。
学员：看来我们被讨厌了啊…
附近周边的植物已经有不少呈现出了因灼热而枯萎的迹象。
就温度而言，卡鲁熔岩区目前呈现出了温度过高的状态，看来也和近期雨水减少脱不了干系。
学员：情况很麻烦啊…
熔岩区大概不会有什么收获。小组决定尽快突破，前往前方的滋野山丘。
大家施展魔法加护身体，快速冲过去！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7
熔岩柱看起来并不稳定，大概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大家迅速依次跳了上去，向前冲刺——
大家一边往前跑，一边继续用冰魔法加固并注入…
在熔岩柱上疾走中…
在熔岩柱上疾走中…
在熔岩柱上疾走中…
（cost7 及以上学员少于 2 名）
（至少存在 2 名 cost7 及以上学员）
{有水母、猫头鹰、六角恐龙之一}
就活力来讲，有人提出似乎暗属性的哥布林更依附于灰暗的水源及食物…
学员：那么…会不会因为这里的降水减少以及乌露湖水质变化的原因呢？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5

真是苦恼…
也就是说——他们多半是把天降乌露当成精神食粮了。
学员：虽然我觉得它们无论如何都不是靠喝浊水活着的…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已经快走出乌露树林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6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来到了乌露树林外围，卡鲁火山山脚下的卡鲁熔岩区。
卡鲁火山虽然不是完全的活火山，内部高热量的熔岩仍旧会缓慢而源源不断地从山口往下流
动，其终点只有一处——眼前的熔岩区。
学员：既不会扩散也不会无休止淤积，这或许可以说是 Noah 大人创造的奇迹吧…
眼前的熔岩区似乎不那么容易穿过…一朵朵火苗在风中摇曳、上蹿下跳着，看起来非常骇人。
学员：看来我们被讨厌了啊…
附近周边的植物已经有不少呈现出了因灼热而枯萎的迹象。
就温度而言，卡鲁熔岩区目前呈现出了温度过高的状态，看来也和近期雨水减少脱不了干系。
学员：情况很麻烦啊…
熔岩区大概不会有什么收获。小组决定尽快突破，前往前方的滋野山丘。
大家施展魔法加护身体，快速冲过去！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7
熔岩柱看起来并不稳定，大概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大家迅速依次跳了上去，向前冲刺——
大家一边往前跑，一边继续用冰魔法加固并注入…
在熔岩柱上疾走中…
在熔岩柱上疾走中…
在熔岩柱上疾走中…
（cost7 及以上学员少于 2 名）
（至少存在 2 名 cost7 及以上学员）
{cost7 及以上学员少于 2 名}
快、快要接近对岸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8
呼~呼~~顺利到达对岸…强行踩着熔岩过来还真是…
学员：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
大家纷纷瘫坐在了地上，开始短暂的休息…
休息中…

休息中…
休息中…
恢复完毕，小组继续向着东部的滋野山丘方向前进。
学员：哈欠~~继续上路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到达滋野山丘！
放眼望去，所谓的滋野沃土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异动的影响——作为岛上的作物集中种植地，
依然看起来绿葱葱的一片。
学员：这里完全没有任何降水减少的迹象呢！
向山丘方向探索中…
向山丘方向探索中…
向山丘方向探索中…
滋野山丘的状况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附近并没有检测出任何异常的魔力波动。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位置越高的地方，越能感受到凉飕飕的风，很舒服。
学员：这风…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
（存在风属性学员）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
大概是多心了吧…嗯，继续往前走吧！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9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到达山丘顶！
小组决定一边休整，一边从这里观察岛屿四周的状况。
学员：不得不说，滋野之真是个休息看风景的好地方。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存在风属性学员}
不对，原本应该向着岛南部吹去的风，现在改向北方了…
学员：或许，只是个偶然吧…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9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到达山丘顶！
小组决定一边休整，一边从这里观察岛屿四周的状况。
学员：不得不说，滋野之真是个休息看风景的好地方。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
走了这么久，忽然感觉腿脚好酸啊…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10
……
这里给人的感觉真安静…有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了…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目前能收集的情报差不多就这些了。
鉴于时间不早了，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咦？是不是有人坐到了什么东西上——忽然感觉脚下有微弱的晃动，但是一瞬间这种震感又
消失了。
学员：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10
……
大家纷纷起身查看刚才坐过的地方，似乎并没有触发什么机关之类的东西…
学员：大概是某处渔民们的船坞或者火山那边的矿坑传来的声音吧！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了…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目前能收集的情报差不多就这些了。
鉴于时间不早了，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至少存在 2 名 cost7 及以上学员}
啊！脚下的熔岩柱突然破碎了！？
学员：怎么回事？难道是频繁的魔法注入导致了岩柱超出承受能力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8
啊——！
！
！熔岩柱的浮桥完全碎裂了，全员失去了平衡，开始下坠————
学员：团灭…
眼前一片昏暗，什么的都看不到了——
学员：大家！快用魔力加护身体！
！
！快！！
！！
……
……
学员：啊！
！
！
！
！
！
……
……
学员：还、还有人活着吗？
……
……
学员：这、这里是哪里？
感觉屁股底下湿乎乎的…
不、不只是屁股——身上大半部分都湿透了…
学员：我们…坐在了水里？
似乎刚才强大的魔力将脚下的熔岩全部冰住并且直接击碎了，加上紧急加护在自身身上的魔
力流冲击，我们不知道直接穿越了多少米掉到了这里…
学员：呼~真吃力…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应该掉到了一条奇怪的隧道里，隧道每隔十几米就有一盏魔力石撑起的
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灯。
学员：看起来这里依然在起着什么作用。
目前身处的地方，大概容得下一艘小船的宽度。身体半没于水中，感觉凉飕飕的。
刚才掉下来的时候喝了不少水，现在才猛然意识到这里的水是咸的。
学员：估计是从某处的海水引来的吧…看样子像是地下漕运用的。

目前已经失去了方向，只好选择向左右其一的地方前进了——
（平均幸运小于 B）（平均幸运不小于 B）
{平均幸运小于 B}
向左走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从建筑风格和土质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建筑了。
回廊寂静而悠长。和想象中的不同，虽然半身没在水中感觉凉飕飕的，但是一点都感觉不到
周围有任何令人不安的因素。
古旧的地下水道里，除了偶尔一闪一闪的灯光看起来有些压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其他魔力
异常波动的气息。
学员：换句话说肯定有人清理过这里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突然出现奇怪的集群式魔力反应——
可以明显感觉到，以前方某条魔力划出的横线为边界，另一侧有大群奇怪的生物聚集。
透过昏暗的光线隐约可以察觉到，对方类似返古的鱼类，身体呈梭状，牙齿非常尖锋利。
学员：看上去是会主动咬人的类型，会不会很危险…
按经验来看，前方一定是所谓的守卫了…
既然是对方的主场，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小组决定强化速度，快速突破！
……
——开始突破！
越过警戒线的瞬间，返古鱼全部动了起来：张开大嘴，露出刀锋般的尖牙，向着这边猛冲了
过来！
学员：不要太小看 P.E.T.S.的力量了！
正中下怀！走在最前面的组长突然一跃而起，以倒立之姿利于天花板上，并趁势向下伸出了
双手。
向她涌来的返古鱼一条条纷纷扑出了水面，对着空中的残影死命地咬合利齿，却一个个全部
扑了空。
学员：来吧！
返古鱼们立即改变了目标，向着离它们最近的组员猛冲了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大家全部动了起来，一场追逐战开始了：大家四散开来，拉开空间。
被返古鱼追逐的组员如组长一样猛地一跃——借着组长如钟摆般倒垂下来的双手的甩动，以
新的倒立之姿立在了更远地方的天花板上。组长则趁势重新越入了更前方的水面里。
返古鱼再一次扑了个空，像发了疯似的再次一起扑向更近的组员——
大家如之前的动作一样，反复重复了几次后已经基本上把集群的返古鱼全部甩在了身后。
学员：接下来就只有前面零零星星的小家伙们了。

大家开始用魔力强化速度，渐渐和反复扑空从后面追过来的返古鱼拉开了距离…
前方零零星星的返古鱼在魔法的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剩下的就只是揭开水道尽头的一切的
真相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9
什么？！死路！
！
！
！
！
水道的尽头居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软梯看起来是通向上面的。
暂时来不及想那么多了，趁后面的返古鱼没有追上来前大家拼命向着软梯爬去。
向上爬行中…
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零零星星的光斑了，上面应该被比较浓密的枝叶遮盖了起来。
学员：应该已经脱险了吧…呼~呼~呼~
向上爬行中…
全员脱险！但是，现在的坐标是——
从眼前的情景观察，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处在乌露湖西侧的沿海某处…
学员：居然来到了最西面啊…完全走反了…
经历了一场大逃亡后，大家已经纷纷体力不支…看来要回去好好泡澡休息一下了。
本次调查到此为止，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平均幸运不小于 B}
向右走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从建筑风格和土质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建筑了。
回廊寂静而悠长。和想象中的不同，虽然半身没在水中感觉凉飕飕的，但是一点都感觉不到
周围有任何令人不安的因素。
古旧的地下水道里，除了偶尔一闪一闪的灯光看起来有些压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其他魔力
异常波动的气息。
学员：换句话说肯定有人清理过这里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突然出现奇怪的集群式魔力反应——
可以明显感觉到，以前方某条魔力划出的横线为边界，另一侧有大群奇怪的生物聚集。
透过昏暗的光线隐约可以察觉到，对方类似返古的鱼类，身体呈梭状，牙齿非常尖锋利。
学员：看上去是会主动咬人的类型，会不会很危险…
按经验来看，前方一定是所谓的守卫了…

既然是对方的主场，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小组决定强化速度，快速突破！
……
——开始突破！
越过警戒线的瞬间，返古鱼全部动了起来：张开大嘴，露出刀锋般的尖牙，向着这边猛冲了
过来！
学员：不要太小看 P.E.T.S.的力量了！
正中下怀！走在最前面的组长突然一跃而起，以倒立之姿利于天花板上，并趁势向下伸出了
双手。
向她涌来的返古鱼一条条纷纷扑出了水面，对着空中的残影死命地咬合利齿，却一个个全部
扑了空。
学员：来吧！
返古鱼们立即改变了目标，向着离它们最近的组员猛冲了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大家全部动了起来，一场追逐战开始了：大家四散开来，拉开空间。
被返古鱼追逐的组员如组长一样猛地一跃——借着组长如钟摆般倒垂下来的双手的甩动，以
新的倒立之姿立在了更远地方的天花板上。组长则趁势重新越入了更前方的水面里。
返古鱼再一次扑了个空，像发了疯似的再次一起扑向更近的组员——
大家如之前的动作一样，反复重复了几次后已经基本上把集群的返古鱼全部甩在了身后。
学员：接下来就只有前面零零星星的小家伙们了。
大家开始用魔力强化速度，渐渐和反复扑空从后面追过来的返古鱼拉开了距离…
前方零零星星的返古鱼在魔法的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剩下的就只是揭开水道尽头的一切的
真相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9
前方的水面越来越浅，已经渐渐可以看到尽头的水岸了…
成功上岸！前方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学员：似乎是一个地下码头兼仓库…
放眼望去这里更像是一个隐蔽的大仓库，一箱一箱奇怪的货物堆积在里面，看来需要仔细调
查才能有具体结果了。
仓库的尽头，一面硕大的旗子赫然醒目，旗上的标记是——
黑之帆？好眼熟的标志…
学员：这个标志是…碧蓝之都的真天组的组徽？
看来意外地发现了有意思的东西。传说碧蓝之都三大家族一直在经营者不可告人的勾当，似
乎这次是歪打正着了。
……
……
小组分工搜索了仓库内部，暂时未发现可作为出口的地方。
学员：咦？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根据现场情况推断，应该存在这些货物的入口，小组决定继续向隧道的另一面探索。
学员：所幸码头旁有小船，大概这次可以坐船去之前没有探索过的地方寻找出路了吧…
另外，乘船返程的途中也可以顺手捞一两只之前的返古鱼回去。
本次调查暂时告一段落，具体后续报告会以特别报告的形式提交——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存在水属性学员}
等一下！似乎有组员发现了什么…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4
根据对生态敏感的组员的反馈，刚才无意中感觉到这里的水质有奇怪的地方…
根据反馈大家决定进一步调查——
继续调查中…
继续调查中…
继续调查中…
已明确问题症结——原因似乎在于水的浓度。水敏感体质的组员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水花拍打
在脚上产生的力度的差别，换言之就是这里的湖水比一般的淡水更稠密。
学员：这里的湖水本身就应该是浑浊的，那么稠密一些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吧？
如果湖水本身是浑浊的倒不算问题，问题在于现在的湖水晶莹剔透，完全没有一点浑浊的迹
象。
学员：……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
……
那么，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湖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学员：没有改变颜色，却变得更加稠密了…再加上原本的浑浊湖水不见了…难道说？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
（有 T 学院的学员）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
还是无法理解一切现状。鉴于时间已经不早了，只好快速穿越乌露树林向东边调查前进了！
学员：如果有更聪明一点的谁就好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5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来到了乌露树林外围，卡鲁火山山脚下的卡鲁熔岩区。
卡鲁火山虽然不是完全的活火山，内部高热量的熔岩仍旧会缓慢而源源不断地从山口往下流
动，其终点只有一处——眼前的熔岩区。
学员：既不会扩散也不会无休止淤积，这或许可以说是 Noah 大人创造的奇迹吧…
眼前的熔岩区似乎不那么容易穿过…一朵朵火苗在风中摇曳、上蹿下跳着，看起来非常骇人。
学员：看来我们被讨厌了啊…
附近周边的植物已经有不少呈现出了因灼热而枯萎的迹象。
就温度而言，卡鲁熔岩区目前呈现出了温度过高的状态，看来也和近期雨水减少脱不了干系。
学员：情况很麻烦啊…

熔岩区大概不会有什么收获。小组决定尽快突破，前往前方的滋野山丘。
有人施展水魔法，强烈的寒气和熔岩相互作用，最后形成了赤色熔岩柱。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6
熔岩柱看起来并不稳定，大概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大家迅速依次跳了上去，向前冲刺——
大家一边往前跑，一边继续用冰魔法加固并注入…
在熔岩柱上疾走中…
在熔岩柱上疾走中…
在熔岩柱上疾走中…
（cost7 及以上学员少于 2 名）
（至少存在 2 名 cost7 及以上学员）
{cost7 及以上学员少于 2 名}
快、快要接近对岸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7
呼~呼~~顺利到达对岸…强行踩着熔岩过来还真是…
学员：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
大家纷纷瘫坐在了地上，开始短暂的休息…
休息中…
休息中…
休息中…
恢复完毕，小组继续向着东部的滋野山丘方向前进。
学员：哈欠~~继续上路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到达滋野山丘！
放眼望去，所谓的滋野沃土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异动的影响——作为岛上的作物集中种植地，
依然看起来绿葱葱的一片。
学员：这里完全没有任何降水减少的迹象呢！
向山丘方向探索中…
向山丘方向探索中…
向山丘方向探索中…
滋野山丘的状况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附近并没有检测出任何异常的魔力波动。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位置越高的地方，越能感受到凉飕飕的风，很舒服。
学员：这风…有一种莫名的违和感…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
（存在风属性学员）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
大概是多心了吧…嗯，继续往前走吧！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8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到达山丘顶！
小组决定一边休整，一边从这里观察岛屿四周的状况。
学员：不得不说，滋野之真是个休息看风景的好地方。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存在风属性学员}
不对，原本应该向着岛南部吹去的风，现在改向北方了…
学员：或许，只是个偶然吧…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8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山丘探索中…
到达山丘顶！
小组决定一边休整，一边从这里观察岛屿四周的状况。
学员：不得不说，滋野之真是个休息看风景的好地方。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
走了这么久，忽然感觉腿脚好酸啊…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9
……
这里给人的感觉真安静…有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了…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目前能收集的情报差不多就这些了。
鉴于时间不早了，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咦？是不是有人坐到了什么东西上——忽然感觉脚下有微弱的晃动，但是一瞬间这种震感又
消失了。
学员：刚、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9
……
大家纷纷起身查看刚才坐过的地方，似乎并没有触发什么机关之类的东西…
学员：大概是某处渔民们的船坞或者火山那边的矿坑传来的声音吧！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了…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原地休息、不，调查中…
目前能收集的情报差不多就这些了。
鉴于时间不早了，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至少存在 2 名 cost7 及以上学员}
啊！脚下的熔岩柱突然破碎了！？
学员：怎么回事？难道是频繁的魔法注入导致了岩柱超出承受能力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7
啊——！
！
！熔岩柱的浮桥完全碎裂了，全员失去了平衡，开始下坠————
学员：团灭…
眼前一片昏暗，什么的都看不到了——

学员：大家！快用魔力加护身体！
！
！快！！
！！
……
……
学员：啊！
！
！
！
！
！
……
……
学员：还、还有人活着吗？
……
……
学员：这、这里是哪里？
感觉屁股底下湿乎乎的…
不、不只是屁股——身上大半部分都湿透了…
学员：我们…坐在了水里？
似乎刚才强大的魔力将脚下的熔岩全部冰住并且直接击碎了，加上紧急加护在自身身上的魔
力流冲击，我们不知道直接穿越了多少米掉到了这里…
学员：呼~真吃力…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应该掉到了一条奇怪的隧道里，隧道每隔十几米就有一盏魔力石撑起的
散发着微弱光芒的灯。
学员：看起来这里依然在起着什么作用。
目前身处的地方，大概容得下一艘小船的宽度。身体半没于水中，感觉凉飕飕的。
刚才掉下来的时候喝了不少水，现在才猛然意识到这里的水是咸的。
学员：估计是从某处的海水引来的吧…看样子像是地下漕运用的。
目前已经失去了方向，只好选择向左右其一的地方前进了——
（平均幸运小于 B）（平均幸运不小于 B）
{平均幸运小于 B}
向左走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从建筑风格和土质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建筑了。
回廊寂静而悠长。和想象中的不同，虽然半身没在水中感觉凉飕飕的，但是一点都感觉不到
周围有任何令人不安的因素。
古旧的地下水道里，除了偶尔一闪一闪的灯光看起来有些压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其他魔力
异常波动的气息。
学员：换句话说肯定有人清理过这里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突然出现奇怪的集群式魔力反应——

可以明显感觉到，以前方某条魔力划出的横线为边界，另一侧有大群奇怪的生物聚集。
透过昏暗的光线隐约可以察觉到，对方类似返古的鱼类，身体呈梭状，牙齿非常尖锋利。
学员：看上去是会主动咬人的类型，会不会很危险…
按经验来看，前方一定是所谓的守卫了…
既然是对方的主场，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小组决定强化速度，快速突破！
……
——开始突破！
越过警戒线的瞬间，返古鱼全部动了起来：张开大嘴，露出刀锋般的尖牙，向着这边猛冲了
过来！
学员：不要太小看 P.E.T.S.的力量了！
正中下怀！走在最前面的组长突然一跃而起，以倒立之姿利于天花板上，并趁势向下伸出了
双手。
向她涌来的返古鱼一条条纷纷扑出了水面，对着空中的残影死命地咬合利齿，却一个个全部
扑了空。
学员：来吧！
返古鱼们立即改变了目标，向着离它们最近的组员猛冲了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大家全部动了起来，一场追逐战开始了：大家四散开来，拉开空间。
被返古鱼追逐的组员如组长一样猛地一跃——借着组长如钟摆般倒垂下来的双手的甩动，以
新的倒立之姿立在了更远地方的天花板上。组长则趁势重新越入了更前方的水面里。
返古鱼再一次扑了个空，像发了疯似的再次一起扑向更近的组员——
大家如之前的动作一样，反复重复了几次后已经基本上把集群的返古鱼全部甩在了身后。
学员：接下来就只有前面零零星星的小家伙们了。
大家开始用魔力强化速度，渐渐和反复扑空从后面追过来的返古鱼拉开了距离…
前方零零星星的返古鱼在魔法的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剩下的就只是揭开水道尽头的一切的
真相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8
什么？！死路！
！
！
！
！
水道的尽头居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软梯看起来是通向上面的。
暂时来不及想那么多了，趁后面的返古鱼没有追上来前大家拼命向着软梯爬去。
向上爬行中…
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零零星星的光斑了，上面应该被比较浓密的枝叶遮盖了起来。
学员：应该已经脱险了吧…呼~呼~呼~
向上爬行中…
全员脱险！但是，现在的坐标是——
从眼前的情景观察，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处在乌露湖西侧的沿海某处…
学员：居然来到了最西面啊…完全走反了…
经历了一场大逃亡后，大家已经纷纷体力不支…看来要回去好好泡澡休息一下了。
本次调查到此为止，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平均幸运不小于 B}
向右走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从建筑风格和土质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建筑了。
回廊寂静而悠长。和想象中的不同，虽然半身没在水中感觉凉飕飕的，但是一点都感觉不到
周围有任何令人不安的因素。
古旧的地下水道里，除了偶尔一闪一闪的灯光看起来有些压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其他魔力
异常波动的气息。
学员：换句话说肯定有人清理过这里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突然出现奇怪的集群式魔力反应——
可以明显感觉到，以前方某条魔力划出的横线为边界，另一侧有大群奇怪的生物聚集。
透过昏暗的光线隐约可以察觉到，对方类似返古的鱼类，身体呈梭状，牙齿非常尖锋利。
学员：看上去是会主动咬人的类型，会不会很危险…
按经验来看，前方一定是所谓的守卫了…
既然是对方的主场，在情况不明的情形下小组决定强化速度，快速突破！
……
——开始突破！
越过警戒线的瞬间，返古鱼全部动了起来：张开大嘴，露出刀锋般的尖牙，向着这边猛冲了
过来！
学员：不要太小看 P.E.T.S.的力量了！
正中下怀！走在最前面的组长突然一跃而起，以倒立之姿利于天花板上，并趁势向下伸出了
双手。
向她涌来的返古鱼一条条纷纷扑出了水面，对着空中的残影死命地咬合利齿，却一个个全部
扑了空。
学员：来吧！
返古鱼们立即改变了目标，向着离它们最近的组员猛冲了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大家全部动了起来，一场追逐战开始了：大家四散开来，拉开空间。
被返古鱼追逐的组员如组长一样猛地一跃——借着组长如钟摆般倒垂下来的双手的甩动，以
新的倒立之姿立在了更远地方的天花板上。组长则趁势重新越入了更前方的水面里。
返古鱼再一次扑了个空，像发了疯似的再次一起扑向更近的组员——
大家如之前的动作一样，反复重复了几次后已经基本上把集群的返古鱼全部甩在了身后。
学员：接下来就只有前面零零星星的小家伙们了。
大家开始用魔力强化速度，渐渐和反复扑空从后面追过来的返古鱼拉开了距离…
前方零零星星的返古鱼在魔法的攻击下毫无招架之力，剩下的就只是揭开水道尽头的一切的
真相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8
前方的水面越来越浅，已经渐渐可以看到尽头的水岸了…
成功上岸！前方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学员：似乎是一个地下码头兼仓库…
放眼望去这里更像是一个隐蔽的大仓库，一箱一箱奇怪的货物堆积在里面，看来需要仔细调
查才能有具体结果了。
仓库的尽头，一面硕大的旗子赫然醒目，旗上的标记是——
黑之帆？好眼熟的标志…
学员：这个标志是…碧蓝之都的真天组的组徽？
看来意外地发现了有意思的东西。传说碧蓝之都三大家族一直在经营者不可告人的勾当，似
乎这次是歪打正着了。
……
……
小组分工搜索了仓库内部，暂时未发现可作为出口的地方。
学员：咦？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根据现场情况推断，应该存在这些货物的入口，小组决定继续向隧道的另一面探索。
学员：所幸码头旁有小船，大概这次可以坐船去之前没有探索过的地方寻找出路了吧…
另外，乘船返程的途中也可以顺手捞一两只之前的返古鱼回去。
本次调查暂时告一段落，具体后续报告会以特别报告的形式提交——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有 T 学院的学员}
有人高呼——一切谜题都解开了！
学员：果然跟聪敏人组队没有错啊！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5
突然有人走上去，双手捧起了一把水，送到了嘴里——
学员：…感觉这里的水还是不要喝比较好。
……
……
“——是咸的！”
学员：什么？！
原本以为是淡水湖的湖面，注入了海水？
……
事实过于震惊…以至于大家久久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
……
看来确实如此了！乌露湖是浊水湖，岛上的居民不会从这里取饮用水，自然也不会发觉湖水
变咸了的事实。
学员：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有人偷偷地趁着这次异动，在某处挖掘出了通往海面的通道…

学员：巧妙地把水质的变化归咎于异动吗…真是不可思议的想法…
那么…通道在哪里，挖掘通道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乌露树林沿岸已经调查遍了，目前全部的可疑点都指向了对岸——
戏小组讨论决定直接游到对岸调查！
游向对岸中…
游向对岸中…
游向对岸中…
顺利到达，开始四散搜索！
既然湖水有这么明显的咸度，隧道一定藏不住的！
学员：一定要找到它！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经过调查，根据湖水稠密度的变化感知，已经大体锁定了隧道的方位。但是——
前方有一大堆石头堵在一起，看起来没有入口的样子。
学员：死路吗…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没有办法，只好用魔法强行突破了！
学员：如果有更懂得岩石知识的人在就好了…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6
真是苦恼…
不对…如果石头下面是湖水和海水的交汇处，炸掉这里会不会导致海水大量涌入？
学员：虽然这里地势高，但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7
如果暴力破坏的话后果很难预料，小组决定采取保守的方案，继续四散寻找解决问题的其他
可疑点。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有点困了…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啊…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绝望了…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心情复杂…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石头下面的湖水区经过潜入调查，确认不存在任何与海水接壤的通道。
换言之——只有可能是人为搬动了什么导致海水涌入。
学员：人为因素吗？
最后的结论为：只有那个敲起来空洞洞的石头和附近的海水稠密度较大两点值得注意…
经过小组讨论，目前的全部着眼点依然是空洞洞的石头。
鉴于时间已经不早，小组决定先行返回，建议再次派遣小组前来调查——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存在炎属性学员}
仔细敲打的话，发现石头还是有区别的…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6
真是苦恼…
其中一块石头敲打起来声音很特别——多半是，中空的吧？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7
如果这样的话——啊，猛地用力推那块声音特别的石头，居然很轻松地推出了一个入口！
！
！
学员：果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
！
在组长的带领下，大家小心翼翼地进入洞口。
和想象中的不同，里面是一个类似密室一样的小房间，四周用魔力石作为能源照得亮堂堂的。
学员：看这样的构造，应该是经常有人进出才对！
密室中间有一个方形的小池塘，池塘散发着暖暖的魔力气息。池塘外面散落着许许多多的小
石子。
房间最里面有个很显眼的方形石柱，但是无论怎么拧都无法转动。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学员：怎么看也不像是什么机关的样子，费了这么大劲只是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密室吗？
看起来这里和小组正寻找的入海口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房间…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
（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没有幸运 S 的学员和安哥拉兔}
密室内已经调查了个遍，什么都找不到，只好放弃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8
不行！所谓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房间无论如何都格外令人在意。大家决定继续搜搜看！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有点困了…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啊…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绝望了…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心情复杂…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目前来看，很难有进一步的调查进展。日后有必要再对这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鉴于时间已经不早，小组决定先行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某个无聊的组员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蹲坐着，拿起旁边的石子扔到了池子里。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8
石子在水面上击打了一下，发出了“哆”的一声——然后又弹了起来，紧接着又发出“来”的一
声，并最后沉入了池子里。
，
学员：天哪！居然发出了音符声！

说不定这个池子有什么秘密！大家突然兴奋了起来，又有人拿起了石子丢了出去——
“哆”、“来”、“咪”、“发”、“梭”——声音戛然而止。
学员：原来如此…如果能再拖长一点呢？
大家纷纷拿起石子，试着用在水面上连续打出更多的水花
悦耳的音符不断回响在密闭的空间内里，仿佛走近了轻音部的练习教室一样。
……
……
……
“哆”、“来”、“咪”、“发”、“梭”、“拉”、“西”、“哆”——
当同一个石子激起的连续水花打倒了第八下时，密室最里面的地方突然传来了石头移动的粗
糙声音。
学员：难道，触发了什么机关？
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之前一动不动的方形石柱——
学员：这次应该能转动了吧！
然而，依然怎么转都动不起来…那么，刚才的声音又代表什么呢？
（没有 S 学院的学员）
（有 S 学院的学员）
{没有 S 学院的学员}
果然还是什么都没有啊…一切，都是错觉…
学员：如果有擅长“收网”的伙伴们在，会不会能发现点什么呢？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9
事情不能半途而废，大家决定继续在密室里寻找机关…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有点困了…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啊…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绝望了…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学员：心情复杂…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目前来看，很难有进一步的调查进展。日后有必要再对这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鉴于时间已经不早，小组决定先行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有 S 学院的学员}
突然，有个脾气暴躁的家伙往石柱最上面砸了一拳——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9
石柱居然顺着拳头往下的力道沉了下去。
就在此时，眼前的石墙如方才的石柱一样，一点点开始向地板里面沉了下去——
一个非常空旷的空间一点点出现了！
……
……
……
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不如说是一个未知的地下码头。
学员：这里…该不会是之前一直在寻找的海盗团的老巢吧？
虽然码头上一个人都没有，但还是非常可疑。
码头有一部分流动水来自乌露湖，一部分引自海洋，大概这就是湖水渐渐盐水化的原因。
学员：即使少雨，原来的浊水也不会凭空消失。现在…一切都联系起来了！
这里的船只看起来非常像卡鲁岛码头的运输船，可是为什么会停在此处呢？
地下黑市？秘密运输？还是别有目的？
如果是被人控制的据点，为什么这里一个守卫都没有呢？
另外，如果说乌露湖在异动开始前就变得清澈，肯定会引起非常大的轰动，那么这里一定是
在异变开始后才出现的。
就这里的挖掘程度以及泥土的新旧程度来看，绝对不是近期才出现的。甚至有可能是 50 年
前的废校事件之前甚至更久以前的事情。
也就是说，最近有人无意中开启了封印找打了这里，也因为封印被解除，才导致淡水湖和海
洋连通了起来。
那么？挖掘这里的人是谁？现在使用这里的人又是谁呢？
学员：谜团还非常多啊…
小组决定继续四散调查，之后也会请码头的护卫队及水手们来参与调查。
根据现场判断，此事目前不宜过于声张。
学员：咦？有没有人听到从哪里传来的轰的一声？
本次调查报告到此为止，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跟踪报告，请持续关注并作出决断——报告完
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组长潜能激活次数不少于 2}
优先探索卡鲁岛以北——即卡鲁火山北面的矿坑区域。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2
根据既定目标，向卡鲁火山出发！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从远处看，卡鲁火山口冒出的浓烟越来越强烈，对于介于死火山和活火山之间的它来说，这
种现象十分反常。
卡鲁火山属于死火山，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学员：如果卡鲁火山真的爆发了，那附近的矿工以及码头的住民就危险了…
小组一边观察记录火山的状况，一边继续向着火山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到达山脚，开始沿山路上坡。
由于运输矿物的需要，卡鲁火山有人工开凿的山道，上下山非常便利。
前方不远处可以看到一辆满载矿石的人力推车，看来异动并未完全影响到矿场的经营。
学员：果然财富才是最原始的追求目标，无论什么时候…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已经到达约半山腰位置，前方出现可疑状况——
前方非主干道的碎石区方向，有疑似强魔力波动反馈。
小心靠近中…
靠近中…
…
发现守卫和太刀傀儡二人组！两个家伙似乎正在寻找什么，在地上不停地扒来扒去——
学员：呜…遇到了麻烦的家伙们…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
目前的战备状况不适合立即开战，小组决定远距离隐蔽观察。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3
傀儡二人组依然在不停地找来找去，似乎完全不知道疲劳的样子。
……
……
学员：它们就不累吗？
……
……
……

……
不知过去了多久…看起来它们确实么有任何停下来的打算。
再等下去也无意义。他们似乎完全没有离开的打算，应该，不会有什么威胁吧？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4
啊！糟糕，有人垫着脚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笨笨地踢到了附近的石头。
糟了…异样的声响绝逃不过傀儡二人组的耳朵，按照以往的经验它们估计会立即杀过来…
学员：闯祸了…
咦？这两个家伙像是什么都没有遇到一样，依然固执地做着自己的事情。
…虽然没有开战的意思，被这样轻视了也很令人不爽~
一不做二不休——顺手拿起一块石头砸过去看看吧！
学员：呀~嘿~
明明砸中了目标，居然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大概是傀儡没有痛觉吧…只会机械地完成主人布置的任务。
学员：话说回来，给傀儡们下达任务的是谁呢？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5
总之，大家决定忘掉之前的傀儡，继续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没走过多远，前方某处再次发现魔力异常的波动。
小心靠近中…
居然又是傀儡！
一不做二不休——顺手拿起一块石头砸过去看看吧！
……
似乎和之前遇到的傀儡二人组一样的反应…
学员：今天究竟是怎么了，连
……
前方再次出现异常的魔力波动！
！
！
……
对方依然未把我们放在眼里…
学员：今天究竟吹的是什么风啊？
好气啊…直到此时，才让人真切感受到了曾经一度被无视的那份屈辱…
冷静！冷静！
！冷静！
！
！
学员：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之前已经至少遇到过一组运输矿物的队伍…如果傀儡动作的话，他们不可能畅通自如…
也就是说——虽然不知道傀儡们的发令者是谁，至少他或者她没有引战的意图，只是单纯地
想要寻找什么……
既然如此，小组决定暂时无视傀儡们的动静，继续调查——
一旦有傀儡伤人的报告，就立刻全力铲除掉…
学员：感觉…不再有爱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6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糟糕，突然有块巨石滚下来了！
（速度最低者不大于 50）
（速度最低者大于 50）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傀儡在这里如果袭击路人的话非常危险。小组决定观察一阵，如有异动立即歼灭。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3
傀儡二人组依然在不停地找来找去，似乎完全不知道疲劳的样子。
……
……
学员：它们就不累吗？
……
……
……
……
不知过去了多久…看起来它们确实么有任何停下来的打算。
再等下去也无意义。出于安全考虑，小组决定立即歼灭对方！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4
P.E.T.S.卡鲁岛特别行动小组——出击！
奇怪…明明摆出了阵势，傀儡二人组似乎也不是特别积极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平常的状态。
学员：感觉不对…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既来之则揍之！
……
……
……
顺利解决了二人组，从残骸中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探索的东西。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5
总之，大家决定忘掉之前的傀儡，继续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没走过多远，前方某处再次发现魔力异常的波动。

小心靠近中…
居然又是傀儡！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干掉吧！
……
似乎和之前遇到的傀儡二人组一样的反应…
学员：今天究竟是怎么了，连
……
前方再次出现异常的魔力波动！
！
！
……
对方依然未把我们放在眼里…
学员：今天究竟吹的是什么风啊？
好气啊…直到此时，才让人真切感受到了曾经一度被无视的那份屈辱…
冷静！冷静！
！冷静！
！
！
学员：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之前已经至少遇到过一组运输矿物的队伍…如果傀儡动作的话，他们不可能畅通自如…
也就是说——虽然不知道傀儡们的发令者是谁，至少他或者她没有引战的意图，只是单纯地
想要寻找什么…
既然如此，小组决定暂时无视傀儡们的动静，继续调查——
一旦有傀儡伤人的报告，就立刻全力铲除掉…
学员：感觉…不再有爱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6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糟糕，突然有块巨石滚下来了！
（速度最低者不大于 50）
（速度最低者大于 50）
{速度最低者不大于 50}
啊啊啊啊啊！
！
！有人被巨石击中啦！
！
！
学员：啊啊啊啊！
！
！
！
！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7
巨石在加速滚动着…压了下去…
还好…只是脚扭了一下，短暂的处理后并么有什么大碍…
突然听到上面轰隆一声——似乎是山顶方向，隐约可以感受到火山口正散发出剧烈的咆哮。
学员：看来状况越来越不稳定了啊…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8
现在只好振作精神，继续爬坡！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越靠近山顶附近，感觉周围的热量越发令人窒息。
小组离开了人行道，从偏僻的小路开始往山顶冲刺——
向山顶冲刺中…
冲刺中…
……
到达山顶！滚烫的浓烟看起来似乎要吞噬一切。
向卡鲁火山内放眼望去，跃动的火苗、翻滚的熔岩仿佛要吞噬一切一样…
学员：活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嘛…真令人苦恼…
和预感的一样，火山已经出现爆发的征兆，小规模的岩浆不断翻腾着。
然而…除了火山，似乎还有一种更强烈的不协调感…
这种违和感究竟是什么呢？
（风属性学员小于 2 名）
（存在至少 2 名风属性学员）
{速度最低者大于 50}
大家抱着头四散开来，千钧一发之际成功躲到了坡道两侧…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7
巨石在加速滚动着…压了下去…
呼~~终于顺利躲过了巨石的攻击，好险啊。
学员：呼~呼~~~~~
突然听到上面轰隆一声——似乎是山顶方向，隐约可以感受到火山口正散发出剧烈的咆哮。
学员：看来状况越来越不稳定了啊…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8
现在只好振作精神，继续爬坡！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越靠近山顶附近，感觉周围的热量越发令人窒息。
小组离开了人行道，从偏僻的小路开始往山顶冲刺——
向山顶冲刺中…
冲刺中…
……
到达山顶！滚烫的浓烟看起来似乎要吞噬一切。
向卡鲁火山内放眼望去，跃动的火苗、翻滚的熔岩仿佛要吞噬一切一样…
学员：活化程度越来越高了嘛…真令人苦恼…
和预感的一样，火山已经出现爆发的征兆，小规模的岩浆不断翻腾着。
然而…除了火山，似乎还有一种更强烈的不协调感…

这种违和感究竟是什么呢？
（风属性学员小于 2 名）
（存在至少 2 名风属性学员）
{风属性学员小于 2 名}
搞不懂…大概只是错觉吧…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9
嗯…（集思广益中…）
再仔细想想依然很不对劲…似乎是来时的天气太好了…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10
嗯…（集思广益中…）
灵感仿佛从脑海里一闪而过，却又稍纵即逝了…
目前山顶能收集到的情报大体就是这些了。继续开足马力，向矿区前进！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11
近日来，北面矿区出现了超出预期的大面积降水。
原本乌烟瘴气的矿区现在已经渐渐变为了举步维艰的泥沼坑…
学员：这一趟真是各种不顺利啊…有点想回去了…
小组艰难地前行中…
小组艰难地前行中…
小组艰难地前行中…
受降水影响，目前矿区已经局部停产。虽然矿工们工作热情不减，但是任由局势发展下去恐
怕也会有不少矿工面临失业…
矿坑内错错落落，像是迷宫一样…
学员：即使是监管制度，平时应该也没有机会进入这里的…
已经申请到了进入停产矿坑搜索的许可，进入矿坑继续调查！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矿坑的地图属于绝密范畴…虽然里面千沟万壑，只能勉强往里走了…
学员：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自己也没有详细规划…开采到哪算哪…早晚会出事的…
完全进入了迷宫一样…加上路面黏糊糊的…举步维艰。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已经不知道绕了过少个奇怪的弯子…）
小组前行中…（感觉已经走了很久很久…）
前方出现了岔路——
组长拿出一枚 P.E.T.S.币扔向了天空——
（组长幸运不为 S）
（组长幸运为 S）

{存在至少 2 名风属性学员}
不错，是浓烟——更确切的说应该是…浓烟的方向！
学员：问题就在这里了！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9
嗯…（集思广益中…）
印象中火山喷出的浓烟应该飘向岛屿南方，也就是小组来时的路上。而现在，浓烟冒向了北
方。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10
嗯…（集思广益中…）
看来是风向变了…但是为什么呢？
学员：卡鲁岛长期以来盛行的东北风突然改变了方向吗？真令人担忧啊…
目前山顶能收集到的情报大体就是这些了。继续开足马力，向矿区前进！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11
近日来，北面矿区出现了超出预期的大面积降水。
原本乌烟瘴气的矿区现在已经渐渐变为了举步维艰的泥沼坑…
学员：这一趟真是各种不顺利啊…有点想回去了…
小组艰难地前行中…
小组艰难地前行中…
小组艰难地前行中…
受降水影响，目前矿区已经局部停产。虽然矿工们工作热情不减，但是任由局势发展下去恐
怕也会有不少矿工面临失业…
矿坑内错错落落，像是迷宫一样…
学员：即使是监管制度，平时应该也没有机会进入这里的…
已经申请到了进入停产矿坑搜索的许可，进入矿坑继续调查！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矿坑的地图属于绝密范畴…虽然里面千沟万壑，只能勉强往里走了…
学员：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自己也没有详细规划…开采到哪算哪…早晚会出事的…
完全进入了迷宫一样…加上路面黏糊糊的…举步维艰。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已经不知道绕了过少个奇怪的弯子…）
小组前行中…（感觉已经走了很久很久…）
前方出现了岔路——
组长拿出一枚 P.E.T.S.币扔向了天空——
（组长幸运不为 S）
（组长幸运为 S）

{组长幸运不为 S}
反面，向左走。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2
前方只有一条通路——继续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已经不知道绕了过少个奇怪的弯子…）
小组前行中…（感觉已经走了很久很久…）
小组前行中…（究竟挖到哪里去了啊…）
小组前行中…（印象中已经转了好多个弯…）
学员：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没有遭遇任何死路…大概那一边会是死路吧…
小组前行中…（感觉好累啊…）
小组前行中…（感觉不再有爱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学员：……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学员：……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学员：……
感觉已经迷路了…
以目前的情况看，这里的调查大概只能到此为止了…
目前最优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走出去…——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组长幸运为 S}
正面，向右拐。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12
前方只有一条通路——继续前进！
顺着通路左拐——
顺着通路左拐——
顺着通路左拐——
顺着通路左拐——
感觉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但是又不太对…

学员：就像是转了一个圈一样…矿工们究竟在干什么啊…
前方是死路一条，全无通路。
看起来呆在这里也毫无意义，准备撤离！
学员：大概是…到了这里挖不动了吧…
等、等一下——
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莫名的违和感。
墙壁的断痕处给人的既视感太强烈了，仿佛曾见过的考古现场一样——挖掘部位很明显分成
了不同的成色。
学员：难道说这里是什么古遗迹的残留吗？
遍及全大陆的古代遗迹数不胜数，即使挖掘到了这样的东西，一般来讲也不会引起特别的在
意。但是这里的断层——不是泥土，而是木质品！！
！
从轮廓上粗看像一艘古老的大船，这么说来之前绕的弯路是不是很像码头的甲板呢？
如果推测没错的话，这里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是有水或者近水的区域…
学员：似乎和我们正在调查的异动没什么关系吧？
姑且算是意外的收获。小组决定与矿工负责人进行进一步的交涉，争取到之前的挖掘资料再
做调查。
至于这里的考古结果与异动的关系暂时不得而知，从常理判断应该只是单纯的巧合而已。
以目前的情况看，这里的调查大概到此为止了…
时间已经不早，小组决定沿原路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