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 传闻.魔女与迷雾迷雾湖方向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大陆西南面的莫卡尼沼泽。 

据报告显示，最近莫卡尼沼泽突然弥漫着浓浓的大雾，久久无法散去，十分令人担忧。 

目前只有在魔女审判的时候才会由莫卡尼沼泽东面的迷雾湖泛起浓浓的大雾并逐渐笼罩整

个沼泽地带。 

学员：雾气…在莫卡尼沼泽又被称为怨灵之气，是不祥之兆。 

当审判结束后迷雾也会自然散去，不会残留。 

然而这一次的大雾迟迟无法散去，怎么看都令人无法释怀。 

虽然目前可以断定，雾气的产生与最近一次的魔女审判无关，小组依然决定要重点考察下魔

女审判时雾气升起的地点——迷雾湖。 

学员：或许在哪里能找到什么关键性的线索也不一定呢… 

飞空艇已经接近了迷雾湖上空，现在开始着陆。 

飞空艇着陆中… 

飞空艇着陆中… 

飞空艇着陆中… 

顺利到达迷雾湖一带，开始着陆。 

完成着陆，开始讨论行动方向。 

组长取出一枚 P.E.T.S.币扔向了天空—— 

 

（组长幸运小于 A 且不为安哥拉兔）（组长幸运不小于 A 或为安哥拉兔） 

 

{组长幸运小于 A 且不为安哥拉兔} 

反面。向东侧迷雾湖主湖方向前进！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2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隐约可见广阔的湖面，应该已经接近迷雾湖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到达迷雾湖——如同死水一般提都不想提的某处。 

学员：…… 

这里的湖面散发着浓浓的腐烂气息，让人感觉难以涉足。 

难以想象，这里会是魔女们咒怨的凝聚之所。 

明明距离魔女之树有很远一段距离，却能够瞬间将灵魂的力量传递到这里，其中究竟有什么

秘密呢？ 

学员：明明是陋习，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探究这个呢？ 

…… 

据记载，魔女之雾一般是从湖中心渐渐升起并逐渐扩散至整个莫卡尼沼泽区域的。 

因此每逢有魔女被处刑，本地人都会在湖中给她们立碑以示敬意。 

学员：我看纯粹是抱着平息怨灵愤怒的目的吧，哼！ 

目前湖中雾气太浓，不方便直接游水，小组决定优先在四周寻找一个合适的载具。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在附近收集了不少藤条，或许能有用。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在附近收集了不少四散的长树枝，看起来挺结实的。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藤条和树枝经收集了一定的数量。 

学员：嗯嗯，排除天气状况的话，感觉像是出门野营一样嘛…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用藤条将长树枝一点点编织、串联起来，搭一个结实的木筏。 

 

（没有 S 学院的学员）（有 S 学院的学员） 

 

{没有 S 学院的学员} 

呜…果然木筏并没有那么好弄嘛…看来还要多花一段时间了… 

努力编织中… 

努力编织中… 

努力编织中… 

已经有了最基本的雏形。 



努力编织中… 

努力编织中… 

努力编织中… 

大功告成！ 

学员：呼~终于完工了！ 

开始向湖中进发——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3 

浓雾密布的湖面可见度非常低，一眼望去很难捕捉到任何疑点。 

小组慢慢乘筏前进着，一点点暗中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向。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越往湖心，湖中的味道就越发腐臭。即使是莫卡尼沼泽的特色，也未免让人难以忍受。 

学员：呼…至少可以说，这里绝对、绝对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合适的度假胜地。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湖水边还是湖中，雾气的浓度始终没有感觉到有明显的变化。 

从实际状况来判断的话，这里和本次大雾异动的直接关联性应该越来越低了。 

学员：又或者说…这里存在疑点的可能性比较小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前方，隐约可见-座座浮出水面的石碑。 

大概，快要达到石碑林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进入石碑林地带。 

一根根悠久而布满苔藓略显腐朽的石柱直挺挺地立着，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古老而悲伤的故

事。感觉阴森森的。 

学员：……（紧张）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一来到此处心情就越发躁动起来。 

传说每当一名魔女被审判，这里就会按照图特大人的图纸建造一根石柱插入湖底，石柱上会

刻上她们的名字——这一传统已经持续了很久很久… 

然而…究竟是谁在忠实地履行这项使命却始终是个谜。 

学员：或许是类似家族使命一样的传承吧…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一种敬畏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总感觉稍有怠惰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目测小组已经顺利到达了湖心地带，目前为止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学员：再仔细找找吧。如果说大雾是从这里发起的，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秘密… 

糟糕！平静的湖面突然起风了—— 

粗陋的木筏根基不稳，经不起冲击，已经开始渐渐失衡了… 

 

（平均幸运小于 B）（平均幸运不小于 B） 

 

{有 S 学院的学员} 

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木筏的轮廓渐渐渐渐成形了。 

努力编织中… 

努力编织中… 

努力编织中… 

已经有了最基本的雏形。 

努力编织中… 

努力编织中… 

努力编织中… 

大功告成！ 

学员：呼~终于完工了！ 

开始向湖中进发——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3 

浓雾密布的湖面可见度非常低，一眼望去很难捕捉到任何疑点。 

小组慢慢乘筏前进着，一点点暗中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向。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越往湖心，湖中的味道就越发腐臭。即使是莫卡尼沼泽的特色，也未免让人难以忍受。 

学员：呼…至少可以说，这里绝对、绝对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合适的度假胜地。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湖水边还是湖中，雾气的浓度始终没有感觉到有明显的变化。 

从实际状况来判断的话，这里和本次大雾异动的直接关联性应该越来越低了。 

学员：又或者说…这里存在疑点的可能性比较小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前方，隐约可见一座座浮出水面的石碑。 



大概，快要达到石碑林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进入石碑林地带。 

一根根悠久而布满苔藓略显腐朽的石柱直挺挺地立着，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古老而悲伤的故

事。感觉阴森森的。 

学员：……（紧张）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一来到此处心情就越发躁动起来。 

传说每当一名魔女被审判，这里就会按照图特大人的图纸建造一根石柱插入湖底，石柱上会

刻上她们的名字——这一传统已经持续了很久很久… 

然而…究竟是谁在忠实地履行这项使命却始终是个迷。 

学员：或许是类似家族使命一样的传承吧…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一种敬畏之心不禁油然而生，总感觉稍有怠惰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目测小组已经顺利到达了湖心地带，目前为止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学员：再仔细找找吧。如果说大雾是从这里发起的，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秘密… 

糟糕！平静的湖面突然起风了—— 

粗陋的木筏根基不稳，经不起冲击，已经开始渐渐失衡了… 

 

（平均幸运小于 B）（平均幸运不小于 B） 

 

{平均幸运小于 B} 

好、好险！总算勉强支撑住了平衡…没有扩大灾祸…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4 

虚惊一场… 

目前风势很不稳定，需要仔细控制前进的方向，否则很有可能撞到石碑上面。 

学员：如果撞上去的话…会不会被诅咒啊… 

谨慎地向前划行中… 

谨慎地向前划行中… 

谨慎地向前划行中… 

风势再度变强——木筏再度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cost7 及以上学员少于 2 名）（cost7 及以上学员至少 2 名） 



 

{cost7 及以上学员少于 2 名} 

大家决定继续努力平衡木筏的方向。 

学员：这个时候是不是改选则跳下去呢？还是算了吧…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5 

啊啊啊！好险，差点倾覆了… 

不好，风速更急了—— 

…… 

勉强护住了木筏，但是…依然全员落水了… 

学员：好讨厌啊… 

没有办法…只要大家一起推着木筏前进了。 

努力前行中… 

水下非常浑浊，游动起来不仅没有清爽感，反而感觉浑身泥泞不堪。 

感觉就像在沼泽地里向前游动一样。 

努力前行中… 

努力前行中… 

快要穿过石碑林地带了。 

学员：过了这里就好办多了…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6 

不得不说，走水路真是一件麻烦事情… 

努力前行中… 

努力前行中… 

努力前行中… 

终于顺利通过了石碑林，大家可以重新回到木筏上了。 

学员：呼~呼~呼~ 

穿越石碑林的过程中…内心的压抑感一直在积蓄着，现在终于得到了释放。 

学员：真是…太沉重了… 

从数量上看，已经有至少三位数的石碑立在了这里。加上历史上在其他地方接受审判的魔女

们… 

被这种陋习残害的女孩子们数不胜数啊… 

算了…木筏已经不知不觉划过了很远，没必要再去回想吐槽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湖东面和西面的情况大体类似：漫无止境的大雾，毫无生机的环境。 

依然如同死地一样，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 



学员：真是太糟糕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前方已经接近湖对岸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已经顺利到达湖对岸。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cost7 及以上学员至少 2 名} 

几名组员大家决定跳下水里推着木筏前进。 

学员：真没办法…到头来还要下去…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5 

水下非常浑浊，游动起来不仅没有清爽感，反而感觉浑身泥泞不堪。 

感觉就像在沼泽地里向前游动一样。 

目前方向已经可以正常控制了，大家集中精力，努力回避不必要的碰撞。 

努力前行中… 

努力前行中… 

努力前行中… 

举步维艰。 

努力前行中… 

努力前行中… 

努力前行中… 

快要穿过石碑林地带了。 

学员：过了这里就好办多了…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6 

不得不说，走水路真是一件麻烦事情… 

努力前行中… 

努力前行中… 

努力前行中… 

终于顺利通过了石碑林，大家可以重新回到木筏上了。 

学员：呼~呼~呼~ 

穿越石碑林的过程中…内心的压抑感一直在积蓄着，现在终于得到了释放。 

学员：真是…太沉重了… 

从数量上看，已经有至少三位数的石碑立在了这里。加上历史上在其他地方接受审判的魔女

们… 

被这种陋习残害的女孩子们数不胜数啊… 



算了…木筏已经不知不觉划过了很远，没必要再去回想吐槽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湖东面和西面的情况大体类似：漫无止境的大雾，毫无生机的环境。 

依然如同死地一样，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 

学员：真是太糟糕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前方已经接近湖对岸了。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向前划行中… 

已经顺利到达湖对岸。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经过讨论，小组继续在湖岸边搜索一番，确保取材完善。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7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目前为止湖岸边依然阴森森的，和来的时候比没有任何区别。 

魔女、石碑林以及浓雾… 

学员：如果可以的话，真不想提起“魔女”这个词啊。 

看来萦绕在整个莫卡尼沼泽上空的浓雾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或许问题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简单。 

小组此次任务结束，准备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存在三年级学员} 

经过讨论，在前辈们的建议下小组决定继续向东探索，再确认一下莫卡尼沼泽边缘的雾气分



布情况。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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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临近沼泽地带边缘—— 

和预想中的一样，雾气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边际线。外面的非沼泽区域甚至连白色的外扩散

都很少有。 

学员：为什么雾气不愿意出去呢？ 

看来萦绕在整个莫卡尼沼泽上空的浓雾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或许问题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简单。 

小组此次任务结束，准备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平均幸运不小于 B} 

完全控制不了方向了，木筏倾覆了…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4 

即使如此，还是感觉眼前一阵晕眩，身体渐渐失去了平衡… 

…… 

…… 

…… 

…… 

…… 

…… 

…… 

…… 

啊！猛地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沉入了湖底… 

学员：感觉眼前一片灰蒙蒙的… 

略带腐烂感的死水湖底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很难一时间适应的了。 

…… 

眼前，是无数根插入湖底的石柱。 

学员：没想到从湖底看居然这么壮观啊！ 

一根根石柱，犹如破壳而出一般，纷纷从某块湖底巨石中涌了出来。 

学员：想不到下面居然别有洞天。 

如果把巨石当做一座奇异的湖底建筑的话，它们就仿佛是某个神殿的基石的延伸一样。 

虽然湖底的氛围令人难以忍受，奇怪的巨石还是不能完全放置不管，小组决定做进一步的四



散搜查。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巨石本身很大，囊括了整块石碑林的面积。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小组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始终无法找到疑似巨石入口的地方。 

学员：会不会只是单纯地依靠巨石来立根，并不存在什么秘密入口呢？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不仅没有入口，巨石上连基本的缝隙都没有。 

学员：越来越觉得是巧合了。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巨石的某处，居然刻着象征着大魔女潘恩朵拉的符号！！！ 

学员：其实也不奇怪了…毕竟这里是魔女们的墓志铭集中区域。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四散搜查中… 

目前为止毫无收获，再也无法从奇怪的巨石上面挖出任何情报了。 

如果说女巫审判时雾气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这里的石头一定和雾气有某种形式的关联。 

鉴于湖中沼气太浓，长期调查对身体造成的负担非常大，小组决定采集一些石料标本带回学

校研究。 

资料采集中… 

资料采集中… 

资料采集中… 

巨石的坚硬程度超乎想象，想要破坏掉一些部分作为标本带回去看来还要一段时间才行。 

资料采集中… 

资料采集中… 

资料采集中… 

取样成功！然后就是进一步的情报整理了—— 

学员：呼…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坚硬的石头了吧… 

这个巨石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组长等级小于 60）（组长等级不小于 60） 

 

{组长等级小于 60} 

既然是魔女们的墓地，又有潘恩朵拉的标志…会不会是大魔女的“棺木”？ 

获得：苍曜石 x81 黑曜石 x23 赤曜石 x53 

 



纪录 5 

为什么雾气会从这里产生呢？作用是什么呢？ 

 

（平均等级不大于 40 级）（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组长等级不小于 60} 

在这里设置石碑是图特大人授意的，那么图特大人和大魔女应该有某种关系…这绝非偶然… 

获得：苍曜石 x162 黑曜石 x45 赤曜石 x105 

 

纪录 5 

为什么雾气会从这里产生呢？作用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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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大魔女沉睡的地方，那就是魔女们的灵魂回归大魔女的所在地产生的共鸣咯？ 

获得：苍曜石 x81 黑曜石 x23 赤曜石 x53 

 

纪录 6 

魔女审判的雾和目前异动的雾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无论如何…目前都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表明彼此直接相关的线索… 

大魔女潘恩朵拉、图特大人、浓雾、墓碑…看来需要调查的东西还非常多。 

鉴于目前已经很难有进一步的发掘情报，小组决定立即返回。 

木筏已经解体，接下来只好游泳回去了… 

学员：呼…（心情复杂） 

本次行动大概回程的时间会长一些吧——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81 黑曜石 x23 赤曜石 x5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平均等级大于 40 级} 

雾气会不会是用来掩饰什么的呢？比如说——建造石碑？那么…是匠人们的产物了？ 

获得：苍曜石 x162 黑曜石 x45 赤曜石 x105 

 

纪录 6 

魔女审判的雾和目前异动的雾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平均等级不大于 50 级）（平均等级大于 50 级） 

 

{平均等级不大于 50 级} 

无论如何…目前都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表明彼此直接相关的线索… 

大魔女潘恩朵拉、图特大人、浓雾、墓碑…看来需要调查的东西还非常多。 

鉴于目前已经很难有进一步的发掘情报，小组决定立即返回。 

木筏已经解体，接下来只好游泳回去了… 



学员：呼…（心情复杂） 

本次行动大概回程的时间会长一些吧——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81 黑曜石 x23 赤曜石 x53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平均等级大于 50 级} 

雾的成分不会假，既然这里能够制造，那么其他地方同样能… 

学员：但是，本次异动的雾气一点都没有扩散到莫卡尼沼泽之外的迹象… 

大魔女潘恩朵拉、图特大人、浓雾、墓碑…看来需要调查的东西还非常多。 

鉴于目前已经很难有进一步的发掘情报，小组决定立即返回。 

木筏已经解体，接下来只好游泳回去了… 

学员：呼…（心情复杂） 

本次行动大概回程的时间会长一些吧——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62 黑曜石 x45 赤曜石 x10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组长幸运不小于 A 或为安哥拉兔} 

正面。向西侧痛苦泥沼方向前进！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2 

所谓“痛苦”是指精神的共感，或者说这里的人们认为雾气是魔女们灵魂的皈依。每当魔女们

经历火刑时，这里都是雾气最早飘过的地方，因而名为“痛苦”。 

学员：魔女审判…真是一个讨厌的名词啊。 

在浓雾之中，前方的道路完全看不清楚，小组小心谨慎地开始慢慢前进。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整片沼泽大雾弥漫，看不到尽头。 

由于路况不佳，由于视野狭小，大家一一牵起了手。 

令人唏嘘的是，漫长的大雾统治下，这里居然连史莱姆、哥布林等土著都完全见不到了，更

别提其他生物了。 

学员：说到底大家都是一样的啊…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有角色速度不大于 60）（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有角色速度不大于 60} 

啊~~~有人被野芦苇缠住，跌了一身泥…… 

获得：苍曜石 x31 黑曜石 x9 赤曜石 x20 



 

纪录 3 

继续谨慎前进中… 

继续谨慎前进中… 

继续谨慎前进中… 

在这种天气下进入痛苦泥沼，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糟糕，预感应验了！全员都陷入了泥沼中，拔不出腿！ 

啊啊啊啊~~~~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大家赶紧留遗言吧…… 

……（身体在一点点往下沉） 

……（身体在一点点往下沉） 

……（身体在一点点往下沉） 

学员：我们该不会死在这里了吧！ 

…… 

…… 

…… 

…… 

啊嘞？居然没有死？似乎透过泥沼掉到了奇怪的地方… 

放眼望去，这里…似乎更像一个地窖…看起来已经被废弃很久了…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让人心慌。 

学员：啊啊啊！疼—— 

四面黑洞洞的——啊！谁碰到了我的脑袋… 

 

（光属性角色不大于 2）（光属性角色大于 2） 

 

{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3 

继续谨慎前进中… 

继续谨慎前进中… 

继续谨慎前进中… 

在这种天气下进入痛苦泥沼，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糟糕，预感应验了！全员都陷入了泥沼中，拔不出腿！ 

啊啊啊啊~~~~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大家赶紧留遗言吧… 

……（身体在一点点往下沉） 

……（身体在一点点往下沉） 

……（身体在一点点往下沉） 

学员：我们该不会死在这里了吧！ 

…… 

…… 

…… 

…… 

啊嘞？居然没有死？似乎透过泥沼掉到了奇怪的地方… 



放眼望去，这里…似乎更像一个地窖…看起来已经被废弃很久了…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偶尔传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让人心慌。 

学员：啊啊啊！疼—— 

四面黑洞洞的——啊！谁碰到了我的脑袋… 

 

（光属性角色不大于 2）（光属性角色大于 2） 

 

{光属性角色不大于 2} 

大家勉强用魔法强化了视力，开始…咳、咳，战战兢兢地前进。 

获得：苍曜石 x31 黑曜石 x9 赤曜石 x20 

 

纪录 4 

地窖的尽头，只有一条甬道，除此以外别无去处。 

小组决定顺着甬道继续往前探索。 

学员：Noah 大陆总是会有各种奇怪的地下遗迹，都快分不清是大灾难前还是大灾难后了… 

与一般的地下古迹不同，这里能感受到很明显的魔力气息。 

好神奇，两侧的墙壁上居然蕴含着强烈流动着的魔力。 

仔细观察可见：魔力如溪流一般，依附于墙体，正缓慢地流淌着。 

学员：感觉来到了一个暖呼呼的地方呢。 

啊！眼前的魔力留突然开始凝聚，在眼前的墙上变成了类似剪影一样的影像。 

一瞬间，究、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样子魔力流似乎是在邀请我们看什么有趣的故事。 

 

（没有一年级学员）（有一年级学员） 

 

{光属性角色大于 2} 

大家一起施展光属性魔法，勉强照亮了眼前的路——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4 

地窖的尽头，只有一条甬道，除此以外别无去处。 

小组决定顺着甬道继续往前探索。 

学员：Noah 大陆总是会有各种奇怪的地下遗迹，都快分不清是大灾难前还是大灾难后了… 

与一般的地下古迹不同，这里能感受到很明显的魔力气息。 

好神奇，两侧的墙壁上居然蕴含着强烈流动着的魔力。 

仔细观察可见：魔力如溪流一般，依附于墙体，正缓慢地流淌着。 

学员：感觉来到了一个暖呼呼的地方呢。 

啊！眼前的魔力留突然开始凝聚，在眼前的墙上变成了类似剪影一样的影像。 

一瞬间，究、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样子魔力流似乎是在邀请我们看什么有趣的故事。 

 

（没有一年级学员）（有一年级学员） 

 

{没有一年级学员} 



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还是抓紧走吧，不看了。 

…… 

学员：我很好奇！ 

…… 

学员：我很好奇！ 

…… 

学员：我很好奇！ 

不管怎么说，还是忍不住想要看一看…咦？ 

似乎真的是个故事呢，既然如此静下心来欣赏欣赏吧！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5 

两个剪影小人在桌子的一左一右，看起来正安安静静地喝着茶。 

看了好久，依然在喝茶… 

二人的茶会似乎狠惬意… 

还在喝茶中… 

突然，左面的小人停止了喝茶的动作，目光在右面的小人身上凝视住了。 

右边的小人有些诧异，略停顿了几秒后，依然低着头安安静静地喝着茶。 

就在此时，左边的小人突然拿起藏在身上的刀猛冲向了右边的小人。 

右边的小人吓了一跳，随即起身，劲直向着墙外面的方向逃了过来。 

近了、更近了…右面的小人一跃冲出了墙壁，然后消失了。 

学员：好险啊…没事就好… 

啊！不好！！！ 

就在此时，一把黑色的利刃从墙壁中插了出来—— 

 

（没有 cost9 的学员）（有 cost9 的学员） 

 

{有一年级学员} 

有意思，索性看一看吧。不行，万一是什么陷阱呢？ 

…… 

学员：我很好奇！ 

…… 

学员：我很好奇！ 

…… 

学员：我很好奇！ 

不管怎么说，还是忍不住想要看一看…咦？ 

似乎真的是个故事呢，既然如此静下心来欣赏欣赏吧！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5 

两个剪影小人在桌子的一左一右，看起来正安安静静地喝着茶。 

看了好久，依然在喝茶… 

二人的茶会似乎狠惬意… 

还在喝茶中… 



突然，左面的小人停止了喝茶的动作，目光在右面的小人身上凝视住了。 

右边的小人有些诧异，略停顿了几秒后，依然低着头安安静静地喝着茶。 

就在此时，左边的小人突然拿起藏在身上的刀猛冲向了右边的小人。 

右边的小人吓了一跳，随即起身，劲直向着墙外面的方向逃了过来。 

近了、更近了…右面的小人一跃冲出了墙壁，然后消失了。 

学员：好险啊…没事就好… 

啊！不好！！！ 

就在此时，一把黑色的利刃从墙壁中插了出来—— 

 

（没有 cost9 的学员）（有 cost9 的学员） 

 

{没有 cost9 的学员} 

糟糕！虽然大家紧急动用魔法援护，还是被利刃刺了个踏实—— 

学员：疼、疼、疼…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6 

没有办法，只好全力迎战了！ 

影之刃撕裂了空气，迅捷地划落了下来—— 

好险，成功躲过了第一击。 

大家各自施展魔法，强大的魔力凝聚成束，向着影子怪物攻了过去。 

然而—— 

魔力居然完全穿过了对方的身体…在它身后的地方炸裂了开了！ 

学员：没有办法攻击吗？ 

看来对方的属性比较特殊，只好采用针对性突破了—— 

对方再度杀了过来！ 

 

（不存在光属性学员）（存在光属性学员） 

 

{不存在光属性学员} 

来不及了，速度躲闪！！！ 

获得：苍曜石 x37 黑曜石 x11 赤曜石 x24 

 

纪录 7 

对方马不停蹄，继续第二波攻击——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存在暗属性学员） 

 

{存在光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光属性魔法——强大的魔力照亮了整个甬道，然而影子怪物并没有随着光消失

掉… 

获得：苍曜石 x73 黑曜石 x21 赤曜石 x48 

 

纪录 7 



对方马不停蹄，继续第二波攻击——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存在暗属性学员）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 

呼~好险，差点被击中！！！ 

获得：苍曜石 x37 黑曜石 x11 赤曜石 x24 

 

纪录 8 

来了！又来了！！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存在风属性学员） 

 

{存在暗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暗属性魔法——强大的魔力瞬间压黑了整个甬道，然而对方并没有被黑暗吞

噬… 

获得：苍曜石 x73 黑曜石 x21 赤曜石 x48 

 

纪录 8 

来了！又来了！！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存在风属性学员）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 

好险，又是千钧一发… 

获得：苍曜石 x37 黑曜石 x11 赤曜石 x24 

 

纪录 9 

对方看起来没有丝毫停止攻击的意思——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存在风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风属性魔法——强大的魔力令整个甬道都刮起了强烈的龙卷，然而对方并没有

挪动分毫！ 

获得：苍曜石 x73 黑曜石 x21 赤曜石 x48 

 

纪录 9 

对方看起来没有丝毫停止攻击的意思——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只能继续躲闪了… 



获得：苍曜石 x37 黑曜石 x11 赤曜石 x24 

 

纪录 10 

怪物像发了狂一样，没有半点停下来的意思——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水属性魔法——强大的魔力壁禁锢了怪物的四周，然而对方的身体直接穿越了

出来！！ 

获得：苍曜石 x73 黑曜石 x21 赤曜石 x48 

 

纪录 10 

怪物像发了狂一样，没有半点停下来的意思——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呼…呼…呼… 

无论如何迎战，对方都完全免疫。而它的攻击，却又都是实打实的，没有一丝手下留情的进

攻。 

学员：难道我们…会栽在这里吗？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大家只能用魔力强化体术，勉强躲闪。 

学员：见鬼…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渐渐陷入了一边倒的苦战… 

学员：呜…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感觉…完全被压制住了… 

学员：呃…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所有的抵抗都开始变得无力起来… 

学员：……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离大家精力完全耗尽只是时间问题了… 

学员：…… 

…… 

…… 

…… 

已经无力抵抗了…怪物依然毫不留情地挥舞着利刃砍过来…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归宿吧，请记住这最后的遗言，为我们报仇——报告完毕！ 

…… 

…… 

…… 

咦？我们居然没有死吗？ 

学员：什、什么？！ 

面前，之前从墙壁中逃出来的黑影在刀刃即将触碰我们的瞬间，挡在了前面，用身体护住了

我们。 

然而—— 

尖刀重重刺入了她的身体——只一瞬间，双方脚下突然冒起了黑影形成的熊熊的烈火，将一

切彻底吞噬了。 

学员：…… 

黑色的残影般的烈火只能听到声影，却完全没有伤到我们…一切，仿如幻觉。 

学员：有点让人想起了魔女审判啊… 

大家一个个疲惫地平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 

学员：这个时候如果遭遇小偷的话，大概我们会被偷个精光吧… 

然而，就在一下瞬间—— 

眼前突然一阵曝亮—— 

学员：赶、赶紧闭眼！ 

…… 

…… 

…… 

已经能够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恢复了正常。 

再睁开眼睛—— 

学员：啊啊啊！！！！ 

仿佛时光倒流了一样，我们居然回到了痛苦泥沼的边缘！！！ 

似乎在我们身上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好奇的话…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闪过对方的攻击的话…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其他办法对付那个影子呢… 

但是…最令人在意的是——究竟是谁设置了这样的机关呢？ 

…… 

…… 

…… 

目前已经容不得多思考了…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完全精力透支了… 

小组决定，等大家稍微恢复体力后就立即折返——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7 黑曜石 x11 赤曜石 x24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存在炎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炎属性魔法——强大的火焰燃烧着一切，然而…对方似乎依然免疫… 

无论如何迎战，对方都完全免疫。而它的攻击，却又都是实打实的，没有一丝手下留情的进

攻。 

学员：难道我们…会栽在这里吗？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大家只能用魔力强化体术，勉强躲闪。 

学员：见鬼…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渐渐陷入了一边倒的苦战… 

学员：呜…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感觉…完全被压制住了… 

学员：呃…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所有的抵抗都开始变得无力起来… 

学员：……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离大家精力完全耗尽只是时间问题了… 

学员：…… 

…… 

…… 

…… 

已经无力抵抗了…怪物依然毫不留情地挥舞着利刃砍过来…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归宿吧，请记住这最后的遗言，为我们报仇——报告完毕！ 

…… 

…… 

…… 

咦？我们居然没有死吗？ 

学员：什、什么？！ 

面前，之前从墙壁中逃出来的黑影在刀刃即将触碰我们的瞬间，挡在了前面，用身体护住了



我们。 

然而—— 

尖刀重重刺入了她的身体——只一瞬间，双方脚下突然冒起了黑影形成的熊熊的烈火，将一

切彻底吞噬了。 

学员：…… 

黑色的残影般的烈火只能听到声影，却完全没有伤到我们…一切，仿如幻觉。 

学员：有点让人想起了魔女审判啊… 

大家一个个疲惫地平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 

学员：这个时候如果遭遇小偷的话，大概我们会被偷个精光吧… 

然而，就在一下瞬间—— 

眼前突然一阵曝亮—— 

学员：赶、赶紧闭眼！ 

…… 

…… 

…… 

已经能够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恢复了正常。 

再睁开眼睛—— 

学员：啊啊啊！！！！ 

仿佛时光倒流了一样，我们居然回到了痛苦泥沼的边缘！！！ 

似乎在我们身上发生了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好奇的话…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闪过对方的攻击的话…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其他办法对付那个影子呢… 

但是…最令人在意的是——究竟是谁设置了这样的机关呢？ 

…… 

…… 

…… 

目前已经容不得多思考了…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完全精力透支了… 

小组决定，等大家稍微恢复体力后就立即折返——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73 黑曜石 x21 赤曜石 x4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有 cost9 的学员} 

好险！某位学员紧急发动魔法，把黑色的利刃弹了回去… 

学员：呼…好险…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6 

黑色的身影紧跟着一跃跳了出来，站在了道路中间。 

学员：这是…影子？不、不对… 

四周的魔力流在一瞬间全部卸闸了一样，从墙壁上渗了下来。 

——糟糕！快跑！！！ 

学员：目前情况不明，不要盲目出手，暂时撤退！ 



在组长的呼唤中，大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起身就跑。 

身后的影子也突然发狂了一般挥舞着刀追赶起我们。 

小组逃命中… 

小组逃命中… 

小组逃命中… 

流淌的魔力流化作了如同泥沼一样的东西，弄得甬道里到处都是。 

每向前一步都会感到异常强烈的阻碍感，仿佛走在沼泽或者泥地里一样。 

脚步之后，地上留下了一连串厚厚的脚印。 

学员：呼~呼~ 

小组逃命中… 

小组逃命中… 

小组逃命中… 

黑色的影子怪物依然一步不停地跟在后面，发出呼呼的咆哮声。 

学员：真是糟糕透了… 

小组逃命中… 

小组逃命中… 

小组逃命中… 

大家努力用魔法强化着脚力，但是—— 

感觉无论怎么样努力都摆脱不了对方… 

学员：真难缠啊… 

余光中，黑色的影子怪物正一扭一扭地甩着身子向前狂奔。 

小组逃命中… 

小组逃命中… 

小组逃命中… 

呼~呼~呼~没有办法，看来是逃不掉了。大家已经做好了迎战准备—— 

 

（没有 T 学院学员和水母）（有 T 学院学员或水母） 

 

{没有 T 学院学员和水母} 

展现 P.E.T.S.的力量的时刻到了！ 

学员：哼，就算是鬼也揍给你看！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7 

影之刃撕裂了空气，迅捷地划落了下来—— 

好险，成功躲过了第一击。 

大家各自施展魔法，强大的魔力凝聚成束，向着影子怪物攻了过去。 

然而—— 

魔力居然完全穿过了对方的身体…在它身后的地方炸裂了开了！ 

学员：没有办法攻击吗？ 

看来对方的属性比较特殊，只好采用针对性突破了—— 

对方再度杀了过来！ 

 

（不存在光属性学员）（存在光属性学员） 



 

{不存在光属性学员} 

来不及了，速度躲闪！！！ 

获得：苍曜石 x25 黑曜石 x7 赤曜石 x16 

 

纪录 8 

对方马不停蹄，继续第二波攻击——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存在暗属性学员） 

 

{存在光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光属性魔法——强大的魔力照亮了整个甬道，然而影子怪物并没有随着光消失

掉… 

获得：苍曜石 x49 黑曜石 x14 赤曜石 x32 

 

纪录 8 

对方马不停蹄，继续第二波攻击——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存在暗属性学员） 

 

{不存在暗属性学员} 

呼~好险，差点被击中！！！ 

获得：苍曜石 x25 黑曜石 x7 赤曜石 x16 

 

纪录 9 

来了！又来了！！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存在风属性学员） 

 

{存在暗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暗属性魔法——强大的魔力瞬间压黑了整个甬道，然而对方并没有被黑暗吞

噬… 

获得：苍曜石 x49 黑曜石 x14 赤曜石 x32 

 

纪录 9 

来了！又来了！！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存在风属性学员）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 

好险，又是千钧一发… 

获得：苍曜石 x25 黑曜石 x7 赤曜石 x16 

 

纪录 10 



对方看起来没有丝毫停止攻击的意思——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存在风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风属性魔法——强大的魔力令整个甬道都刮起了强烈的龙卷，然而对方并没有

挪动分毫！ 

获得：苍曜石 x49 黑曜石 x14 赤曜石 x32 

 

纪录 10 

对方看起来没有丝毫停止攻击的意思——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只能继续躲闪了… 

获得：苍曜石 x25 黑曜石 x7 赤曜石 x16 

 

纪录 11 

怪物像发了狂一样，没有半点停下来的意思——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水属性魔法——强大的魔力壁禁锢了怪物的四周，然而对方的身体直接穿越了

出来！！ 

获得：苍曜石 x49 黑曜石 x14 赤曜石 x32 

 

纪录 11 

怪物像发了狂一样，没有半点停下来的意思——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呼…呼…呼… 

无论如何迎战，对方都完全免疫。而它的攻击，却又都是实打实的，没有一丝手下留情的进

攻。 

学员：难道我们…会栽在这里吗？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大家只能用魔力强化体术，勉强躲闪。 

学员：见鬼…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渐渐陷入了一边倒的苦战… 

学员：呜…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感觉…完全被压制住了… 

学员：呃…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所有的抵抗都开始变得无力起来… 

学员：……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离大家精力完全耗尽只是时间问题了… 

学员：…… 

…… 

已经无力抵抗了…怪物依然毫不留情地挥舞着利刃砍过来…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归宿吧，请记住这最后的遗言，为我们报仇——报告完毕！ 

…… 

咦？我们居然没有死吗？ 

学员：什、什么？！ 

面前，之前从墙壁中逃出来的黑影在刀刃即将触碰我们的瞬间，挡在了前面，用身体护住了

我们。 

然而—— 

尖刀重重刺入了她的身体——只一瞬间，双方脚下突然冒起了黑影形成的熊熊的烈火，将一

切彻底吞噬了。 

学员：…… 

黑色的残影般的烈火只能听到声影，却完全没有伤到我们…一切，仿如幻觉。 

学员：有点让人想起了魔女审判啊… 

大家一个个疲惫地平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 

学员：这个时候如果遭遇小偷的话，大概我们会被偷个精光吧… 

然而，就在一下瞬间—— 

眼前突然一阵曝亮—— 

学员：赶、赶紧闭眼！ 

…… 

再睁开眼睛—— 

学员：啊啊啊！！！！ 

仿佛时光倒流了一样，我们居然回到了痛苦泥沼的边缘！！！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其他办法呢… 

目前已经容不得多思考了…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完全精力透支了… 



小组决定，等大家稍微恢复体力后就立即折返——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25 黑曜石 x7 赤曜石 x1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存在炎属性学员} 

一名组员施展炎属性魔法——强大的火焰燃烧着一切，然而…对方似乎依然免疫… 

无论如何迎战，对方都完全免疫。而它的攻击，却又都是实打实的，没有一丝手下留情的进

攻。 

学员：难道我们…会栽在这里吗？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大家只能用魔力强化体术，勉强躲闪。 

学员：见鬼…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渐渐陷入了一边倒的苦战… 

学员：呜…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感觉…完全被压制住了… 

学员：呃…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所有的抵抗都开始变得无力起来… 

学员：……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小组苦战中… 

离大家精力完全耗尽只是时间问题了… 

学员：…… 

…… 

已经无力抵抗了…怪物依然毫不留情地挥舞着利刃砍过来…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归宿吧，请记住这最后的遗言，为我们报仇——报告完毕！ 

…… 

咦？我们居然没有死吗？ 

学员：什、什么？！ 

面前，之前从墙壁中逃出来的黑影在刀刃即将触碰我们的瞬间，挡在了前面，用身体护住了

我们。 

然而—— 



尖刀重重刺入了她的身体——只一瞬间，双方脚下突然冒起了黑影形成的熊熊的烈火，将一

切彻底吞噬了。 

学员：…… 

黑色的残影般的烈火只能听到声影，却完全没有伤到我们…一切，仿如幻觉。 

学员：有点让人想起了魔女审判啊… 

大家一个个疲惫地平躺在地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 

学员：这个时候如果遭遇小偷的话，大概我们会被偷个精光吧… 

然而，就在一下瞬间—— 

眼前突然一阵曝亮—— 

学员：赶、赶紧闭眼！ 

…… 

再睁开眼睛—— 

学员：啊啊啊！！！！ 

仿佛时光倒流了一样，我们居然回到了痛苦泥沼的边缘！！！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其他办法呢… 

目前已经容不得多思考了…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完全精力透支了… 

小组决定，等大家稍微恢复体力后就立即折返——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49 黑曜石 x14 赤曜石 x32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有 T 学院学员或水母} 

就在此时——一名组员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7 

大家突然猛地原地用力，向前一跃—— 

一口气跃出了好几米远。 

……（黑色的影子怪物越来越近了） 

……（来了！） 

黑色的影子已经来到了几米外的地方，然而—— 

学员：真、真的是这样啊！ 

突然停了下来，站在我们之前曾驻足的地方，一动不动地窥视着这边，仿佛时间突然停止了

一样。 

学员：原来是跟着我们的脚印追过来的啊… 

…… 

…… 

…… 

漫长的沉默。 

学员：…… 

突然——之前从墙壁里逃出来的影子出现在了拿刀的黑影面前。 

学员：不、不会吧？ 

“咔”——声音居然清晰可闻。 

尖刀重重地刺入了黑影的身体，随后双方脚下冒起了由黑影构成的熊熊烈火，将他们彻底吞



噬了。 

学员：有点让人想起了魔女审判啊… 

一切又重新归于平静了… 

虽然很好奇这个故事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现在大家还需要继续前进。 

学员：应该算是个寓言吗？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由于甬道内布满了之前魔力形成的泥沼，走起路来非常难受。 

学员：刚才逃命的时候居然都没有意识到… 

尽管如此，甬道内的魔力气息丝毫不减。 

学员：究竟是谁建造出了这样的地方呢？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感觉已经走过了很久…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学员：以前探索地下古道的时候总是会有各种奇怪的生物冒出来，这里总感觉要安静得多…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已经隐约可以看到甬道的尽头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甬道的尽头处，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法阵，除此以外并无他物。 

学员：不会又是类似之前的陷阱吧… 

目前来看暂未找到其它出路，即使又是一个陷阱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 

大家已经做好了随时迎战的心理准备。 

那么—— 

大家鼓足了劲，一口气冲向了法阵。 

学员：来吧！ 

眼前突然一阵曝亮—— 

学员：赶、赶紧闭眼！ 

…… 

…… 

…… 

已经能够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恢复了正常。 

再睁开眼睛—— 

学员：啊啊啊！！！！ 



我们居然来到了图特神殿正门口！！！ 

小组完全无法理解目前发生的一切状况。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或许只是某种单纯的巧合吧… 

学员：如果有高年级的前辈在的话，会不会能够发现什么呢？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纪录 8 

…… 

还是不明就里啊… 

本次任务大体收获应该就只有这些了，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61 黑曜石 x17 赤曜石 x40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存在三年级学员} 

难道说…方才的一切是图特大人的机关？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纪录 8 

…… 

那么…那或许是他想要给我们的某种启示吧… 

本次任务大体收获应该就只有这些了，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22 黑曜石 x34 赤曜石 x7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850 黑曜石 x235 赤曜石 x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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