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洛芙大三角探索灰色遗迹方向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洛芙大沙漠最东方，灰色遗迹方向。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灰色遗迹是洛芙大沙漠的东大门，也是商队们离开大沙漠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这里也是喜爱研究神话或者酷爱考古的人们最喜欢聚集的地方。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据长期以来零零散散的报告显示，灰色遗迹一带偶尔会有强盗出没，且近期异常活跃。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顺利到达目标地点上空，开始着陆。 

飞空艇着陆中… 

着陆完成，开始讨论本次巡逻的目标地点。 

 

（不含有 P 学院学员）（含有 P 学院学员） 

 

{不含有 P 学院学员} 

经研究讨论，以把握周边沙漠地带的状况为第一要务。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2 

此地风沙不大，小组行动顺利。 

学员：看来此行会顺风顺水~~ 

…… 

…… 

…… 

…… 

在周围搜索了一圈之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 

如果这里有盗贼出没的话，恐怕只能从地底下钻出来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基于此，小组决定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 

…… 

…… 

…… 

依然一无所获。 

…… 

…… 

…… 

…… 

继续扩大搜索范围！ 

……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含有 P 学院学员} 

经研究讨论，以优先确认遗迹内状况为第一要务。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纪录 2 

不同于布塔神殿，灰色遗迹的破败感非常严重，像是曾经经历过战火洗礼一般。 

学员：突然想起了 P.E.T.S.的旧校区。 

有人推测——这里或许比布塔神殿建造更早，是经历了大灾难的洗礼的幸存者。 

遗迹入口处，有两名考古或者神话工作者正在进行调查和记录。 

继续往里走—— 

内庭是一座一半陷落在地下的神殿主殿，类似于布塔神殿的格局。 

学员：会不会是因为大灾难时产生的地裂导致建筑陷入地基呢？ 

主殿内暂时无人。小组决定分散开来，确认殿内的情况是否一切安好。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暂时未发现殿内有异常情况。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从常理来讲，这里潜藏盗贼据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毕竟经常有考古工作者聚集。但冥冥之

中，似乎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告诉我们非调查这里不可。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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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小组决定暂时离开，回到外围沙漠中继续进行可疑点调查。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3 

…… 

…… 

突然，风沙大了起来。 

糟糕，紧急状况！有队员遭遇流沙了！ 

为什么…这里…会…遇到…流沙… 

学员：团…灭… 

…… 

…… 

…… 

咦？怎么，我们还活着？ 

刚才的流沙似乎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奇怪的地下房间里。 

学员：听说有人在布鲁沼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为什么总有人喜欢在这种地方修建地下迷宫

呢？ 

房间只有一个出口，大门紧紧关闭着，现在无论如何都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 

学员：会不会一打开就有什么东西爆炸呢？ 

顺利打开了门。 

学员：呼~~~虚惊一场！ 

面前是一条悠长的地下甬道，从天花板上依稀透出来的点点光芒使整条甬道并不算昏暗。 

小组顺着甬道谨慎地往前走。 

从通道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非常古老的遗迹了…恐怕追溯到大灾难之前的世界也并

不过分。 

学员：Noah 大陆真是四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地下遗迹啊。 

继续前行中… 

目前为止遇到的都是单行道，没有任何岔路。 

继续前行中… 

学员：等在前方的会是什么呢？ 

继续前行中… 

前面某个地方突然布满了奇怪的石头。石头仿佛有灵魂一样，眼睛和嘴巴生动地刻在上面。 

看上去阴森森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突然——所有的石头都转向了我们这边，咧着嘴，一一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 

学员：好想就这么回去啊… 

…… 

双方相互对视了好久… 

突然，地上的石头们全部动了起来——向这边冲过来了！ 

这里不适合开战，速度撤离！ 

这里不适合开战，它们的动作很慢，强行闪开脱离吧！ 

 



（最低速度小于 50）（最低速度不小于 50） 

 

{最低速度小于 50} 

有人被咬住了…只好反击了！ 

学员：啊啊啊啊！！！！比史莱姆咬人还要疼啊！！！！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4 

…… 

…… 

呼~~~呼~~~总算是得救了。 

学员：这些奇怪的家伙们究竟是啥啊？ 

惊变过后，小组继续前行… 

前行中… 

前行中… 

似乎自从来到这里后，就没有一件好事——前面又出现了一朵朵鬼火~ 

学员：又、又来了… 

 

（心情不低于 70 数量不大于 3 个）（心情不低于 70 数量大于 3 个） 

 

{最低速度不小于 50} 

胜利大逃亡！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纪录 4 

…… 

…… 

呼~~~呼~~~总算是得救了。 

学员：这些奇怪的家伙们究竟是啥啊？ 

惊变过后，小组继续前行… 

前行中… 

前行中… 

似乎自从来到这里后，就没有一件好事——前面又出现了一朵朵鬼火~ 

学员：又、又来了… 

 

（心情不低于 70 数量不大于 3 个）（心情不低于 70 数量大于 3 个） 

 

{心情不低于 70 数量不大于 3 个} 

速度突围！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5 

燃烧的鬼火们露出狰狞的表情，与之前的石头怪如出一辙。 

速度突围！ 



学员：啊！！！！烧到衣服啦！！！！ 

…… 

总算摆脱了讨厌的鬼火群… 

继续前行… 

学员：感觉快要被掏空了… 

突然来到了一个房间，房间内空无一物，看不到任何像是出口的地方。 

学员：走到了头居然是死路… 

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某个显眼的地方有个奇怪的凸起，看起来像是按钮的样子。 

前方已经无路可走，只能试试运气了。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组长顺着藤条一点点爬了上去… 

似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大家纷纷屏息凝神，不敢出声… 

上面传来了组长的召唤声音，应该已经确认安全了—— 

大家一个接一个纷纷顺着藤条开始往上爬。 

…… 

全员顺利脱离。就在脱出的瞬间，出口突然陷入了沙子中，再也找不到了。 

眼前的场景令人震惊——我们居然来到了洛芙大沙漠最西侧的安逸矿山脚下！！！ 

之前经过的古道究竟有什么秘密，十分令人在意！看来需要结合文献再仔细调查一番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心情不低于 70 数量大于 3 个} 

算了，权当什么都没看到吧！直接走过去。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纪录 5 

燃烧的鬼火们露出狰狞的表情，与之前的石头怪如出一辙。 

鬼火似乎没有对我们做出任何反应。或许它们是会随着对方的反应做出相似反应的存在，不

是生物，而是某种机关或者说恶作剧。 

…… 

总算摆脱了讨厌的鬼火群… 

继续前行… 

学员：感觉快要被掏空了… 

突然来到了一个房间，房间内空无一物，看不到任何像是出口的地方。 

学员：走到了头居然是死路… 

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某个显眼的地方有个奇怪的凸起，看起来像是按钮的样子。 

前方已经无路可走，只能试试运气了。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组长顺着藤条一点点爬了上去… 

似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大家纷纷屏息凝神，不敢出声… 



上面传来了组长的召唤声音，应该已经确认安全了—— 

大家一个接一个纷纷顺着藤条开始往上爬。 

…… 

全员顺利脱离。就在脱出的瞬间，出口突然陷入了沙子中，再也找不到了。 

眼前的场景令人震惊——我们居然来到了洛芙大沙漠最西侧的安逸矿山脚下！！！ 

之前经过的古道究竟有什么秘密，十分令人在意！看来需要结合文献再仔细调查一番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有幸运 S 的学员或安哥拉兔} 

忙乱中，不知道谁失手触碰到了什么机关…眼前突然一片晕眩，像是坠入了奇异的空间… 

学员：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纪录 3 

感觉身体被拉伸、然后又收缩，四肢明明都健在，却有一种奇特的违和感… 

学员：（发不出声音来了…） 

不知是什么思想或者意识，开始不断地流入、流出大脑，但又什么都无法记住。只知道，它

们确实存在过… 

学员：（丧失思考能力了…） 

…… 

…… 

…… 

再一次回过神来时，面前是一条蜿蜒的地下长廊——没有入口，却无尽地延伸下去… 

学员：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长廊里…像是曾经发生过什么激烈的战斗一样，每隔几步就躺着一个傀儡的残骸。 

从长廊的雕刻样式来看，应该是很古老的建筑了。 

傀儡的尸体残骸们依然保持着生前最鼎盛姿态的一样，除却被暴力破坏的地方，完全感受不

到岁月侵蚀过的痕迹。 

事到如今，无论如何都只好硬着头皮直上了—— 

小组谨慎地前行着… 

小组谨慎地前行着… 

学员：如果踩到了它们，会不会触发什么诅咒呢？光想想都觉得骇人。 

已经不知道走了多久…记忆里已经跨过了数不清的傀儡残骸。 

小组谨慎地前行着… 

小组谨慎地前行着… 

狭窄的甬道似乎可以看到终点了。 

甬道的尽头，从远处看像是是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甬道与房间的交汇处并没有障碍封堵。 

房间内可看到的地方，有一个非常让人在意的东西：一个非常奇怪的沙漏正半悬在空中。 

小组谨慎地前行着… 

小组谨慎地前行着… 

终于来到了房间门口。 



进入房间—— 

在第一个人脚步踏入房间的瞬间，沙漏突然开始往下面漏沙子—— 

完全措手不及，忽然感觉身体开始不自觉地往后退。 

大家开始用魔法强化脚力，使劲往前做跑步状。 

 

（平均速度不大于 70 或没有心情不低于 70）（平均速度大于 70 且有心情不低于 70） 

 

{平均速度不大于 70 或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糟糕，有人支撑不住向后面滑过去了——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6 金曜石 x6 

 

纪录 4 

沙子还在一点点往下漏，时间仿佛被强制倒流了一样，大家的身体依然止不住地往后倾。 

关键时刻，有人拉住了她！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6 金曜石 x6 

 

纪录 5 

……（此时无声胜有声） 

然而，事态已经完全失控——大家犹如被顺次推倒的一排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失去了平衡，

向后退了回去！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6 金曜石 x6 

 

纪录 6 

感觉身体被越带越远，意识也跟着漂浮不定… 

…… 

…… 

…… 

…… 

究竟经过了多少时间呢？完全不知道？或许就只有一瞬间吧！ 

…… 

再一次意识恢复时，大家都已经瘫坐在了灰色遗迹的正殿里，之前的一切宛若梦幻。 

…… 

大家相互确认了彼此的安全后，终于彼此平复了下来。 

令人震惊的是在向门口的考古者们确认了时间后，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进入遗迹多长时间。 

仿佛——之前的时间完全停止了一样。 

无论如何，那个有沙漏的房间非常令人在意，下次一定要想办法进去一探究竟。 

如果大家干劲再足一点会不会能支撑下去呢？ 

以上就是本次外出探索全部调查结果——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56 翠曜石 x62 金曜石 x62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平均速度大于 70 且有心情不低于 70} 

勉强维持住了身体的平衡，总算撑住了…站在最后面的同伴勉强撑住了大家… 



获得：黑曜石 x26 翠曜石 x11 金曜石 x11 

 

纪录 4 

沙子还在一点点往下漏，时间仿佛被强制倒流了一样，大家的身体依然止不住地往后倾。 

感觉像是正面迎着洛芙大沙漠里的风沙一样…现在只能咬牙坚持住了… 

获得：黑曜石 x26 翠曜石 x11 金曜石 x11 

 

纪录 5 

……（此时无声胜有声） 

身体感觉…被掏空了… 

获得：黑曜石 x26 翠曜石 x11 金曜石 x11 

 

纪录 6 

沙漏终于全部漏完了。 

奇怪的现象再次发生了——漏在地上的沙子开始一点点飞起并聚集，重新注入沙漏。 

为了避免之前的现象再次发生，全员立刻进入房间，并急速展开了搜索工作。 

学员：趁第二波沙漏攻击前赶紧进入房间！ 

房间搜索中… 

房间内的雕刻风格非常古旧，但是很有历史气息。然而却没有任何一具傀儡的残骸——概是

被沙漏扔出去了吧。 

学员：这里比布塔神殿的内置装潢还要精致啊！ 

房间搜索中… 

相比于外面的灰色遗迹，仿佛时间停止了一样，完全没有遭受过时间的侵蚀。 

房间搜索中… 

房间内除了精细而古老的雕刻外，暂时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地方，除了-- 

房间里侧。有一扇镶嵌着五种颜色各不相同的石头，但是完全打不开。 

时间有限，来不及讨论，大家很默契地把目光全部集中在了这个奇怪的门上面。 

门上没有锁孔、无论怎么撞、拉、推都没有反应。 

学员：看来，是一个奇怪的机关门。 

难道说，门上的石头与魔法的属性有关系？ 

带着疑问，大家各自对着门施展起不同的元素魔法。 

 

（五种属性并非各有且仅有一人）（五种属性各有且仅有一人） 

 

{五种属性并非各有且仅有一人} 

有些魔法点亮了石头，有些则毫无效果…大门依然无法打开。 

沙漏看起来快要再度填充完毕了… 

学员：危险的信号越来越近了… 

获得：黑曜石 x39 翠曜石 x16 金曜石 x16 

 

纪录 7 

不行！完全打不开门！ 

沙漏的效果再一次发动了—— 

房间里空间很大，无法像之前一样相互支撑，大家一个接一个被从原来的入口吸了进去，身



体已经完全无法控制。 

感觉身体被越带越远，意识也跟着漂浮不定… 

…… 

…… 

…… 

…… 

究竟经过了多少时间呢？完全不知道？或许就只有一瞬间吧！ 

…… 

再一次意识恢复时，大家都已经瘫坐在了灰色遗迹的正殿里，之前的一切宛若梦幻。 

…… 

大家相互确认了彼此的安全后，终于彼此平复了下来。 

令人震惊的是在向门口的考古者们确认了时间后，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进入遗迹多长时间。 

仿佛——之前的时间完全停止了一样。 

无论如何，那个有沙漏的房间非常令人在意，下次一定要想办法进去一探究竟。 

有没有办法能够点亮全部的魔法石呢？ 

以上就是本次外出探索全部调查结果——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五种属性各有且仅有一人} 

魔法与石头相遇的瞬间对应的石头突然像约定好了一样一个接一个亮了起来。 

沙漏看起来快要再度填充完毕了… 

学员：危险的信号越来越近了…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纪录 7 

通往新世界的大门终于缓缓开启了—— 

十万火急！大家赶在沙漏再一次发动之前迅速一个接一个通过了大门。 

在最后一人进入房间后，之前开启的门随即自动关闭了。 

面前是一副不可思议的光景—— 

眼前是一副巨大的棺材，棺材的四周有浓浓的魔力环绕着。 

强大的魔力流汇聚成了实体，形成了白色的云雾状气流。 

学员：这里的看起来非常危险，如果碰到的话可能会… 

棺木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几个硕大的魔法写成的文字——英雄布塔长眠于此！ 

学员：什、什么？真的假的？ 

棺材另一侧，有一个残破不堪的傀儡。与外面的简易傀儡不同的是——这个傀儡看上去做工

更精致，就好像…校长先生第一天来到 P.E.T.S.时遇到的女性傀儡那样的做工。甚至…更为精

致… 

学员：…… 

直觉告诉我们，如果能完全弄清楚这里的情况，50 年前 P.E.T.S.废校的真相以及图书馆损坏

造成的损失能得到极大的弥补。 

然而——意识不知何时，开始再度模糊起来… 

…… 



…… 

究竟经过了多少时间呢？完全不知道？或许就只有一瞬间吧！ 

…… 

再一次意识恢复时，大家都已经瘫坐在了灰色遗迹的正殿里，之前的一切宛若梦幻。 

…… 

大家相互确认了彼此的安全后，终于彼此平复了下来。 

令人震惊的是在向门口的考古者们确认了时间后，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进入遗迹多长时间。 

仿佛——之前的时间全部停止了一样。 

无论如何，记忆中的景象都十分令人在意…… 

以上就是本次外出探索全部调查结果——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8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31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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