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洛芙大三角探索幻之绿洲方向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洛芙大沙漠北方，布塔神殿东方，被目击者称为幻之绿洲的地方。 

据之前的调查报告及零零散散的目击者反馈，该地带曾出现幻象一样的迷之绿洲。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飞空艇向着目标前进中… 

据图书馆的古书记载，沙漠中确实有可能出现被称为“蜃景”的投影假象，但在同一点反复出

现则显得十分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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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空看暂时没有发现幻影绿洲的景象。 

飞空艇着陆中… 

着陆完成，开始讨论本次巡逻的目标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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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提不起干劲，大家决定原地等候，直到绿洲出现再做行动。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2 

沙漠中的扬尘依然很大，时不时刮来的龙卷风引起阵阵呼啸，非常骇人。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等待的时间是焦灼的…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3 

等待的时间是焦灼的…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存在风属性学员） 

 

{存在炎属性学员} 

有人双手抱膝坐在沙地上，出神地望着远方… 

学员：这个谜一样的沙漠里，究竟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3 

等待的时间是焦灼的…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存在风属性学员） 

 

{不存在风属性学员} 

等待的时间是支离破碎的…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4 

等待的时间是支离破碎的…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存在风属性学员} 

有人伸展四肢，开始平躺在沙地上，无神地望着天空… 

学员：世界的尽头究竟是什么呢？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4 

等待的时间是支离破碎的…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5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突然感觉周围好安静…渐渐的，倦意袭来，大家伙都打起了瞌睡… 

学员：哈欠~~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双眼已经不听使唤了… 

学员：会死在这里吗…这样也是蛮幸福的…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睡梦中，仿佛来到了另一个国度—— 

这里苍翠欲滴，绿树环绕… 

远离尘世，祥和静谧… 

湖水波光粼粼，宛若仙境… 

突然，天色聚变—— 

粼粼的鬼火从四面燃起，仿佛一个个徘徊的灵魂突然挣脱了束缚… 

然后…目之所及一片血色… 

鲜血如骤雨一般从天而降，淋在鬼火上，滴滴答答甩下来…… 

在地面上形成一个个血色的烙印… 

等待的时间犹如脱缰的野史莱姆、犹如灵魂脱壳、犹如死亡、犹如… 

——一切的终焉… 

…… 

…… 

啊！身上的 P.E.T.S.币全部不见了！ 

啊啊！！身上的魔力石也全都不见了？ 

啊啊啊！！！难道我们真的遭遇了强盗？ 

啊啊啊啊啊！！！！！万恶的盗贼，居然偷到了 P.E.T.S.小组身上！！！！！ 

现在需要冷静！！！！ 

经过讨论整理了下目前的情况—— 

 

（平均等级不大于 10 级）（平均等级大于 10 级） 



 

{存在水属性学员} 

有人在原地不停地踱步，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 

学员：为什么还没出现…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5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等待的时间是无止尽的… 

突然感觉周围好安静…渐渐的，倦意袭来，大家伙都打起了瞌睡… 

学员：哈欠~~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等待的时间宛如深渊… 

双眼已经不听使唤了… 

学员：会死在这里吗…这样也是蛮幸福的…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等待的时间如坠云雾… 

睡梦中，仿佛来到了另一个国度—— 

这里苍翠欲滴，绿树环绕… 

远离尘世，祥和静谧… 

湖水波光粼粼，宛若仙境… 

突然，天色聚变—— 

粼粼的鬼火从四面燃起，仿佛一个个徘徊的灵魂突然挣脱了束缚… 

然后…目之所及一片血色… 

鲜血如骤雨一般从天而降，淋在鬼火上，滴滴答答甩下来…… 

在地面上形成一个个血色的烙印… 

等待的时间犹如脱缰的野史莱姆、犹如灵魂脱壳、犹如死亡、犹如… 

——一切的终焉… 

…… 

…… 

啊！身上的 P.E.T.S.币全部不见了！ 

啊啊！！身上的魔力石也全都不见了？ 

啊啊啊！！！难道我们真的遭遇了强盗？ 

啊啊啊啊啊！！！！！万恶的盗贼，居然偷到了 P.E.T.S.小组身上！！！！！ 



现在需要冷静！！！！ 

经过讨论整理了下目前的情况—— 

 

（平均等级不大于 10 级）（平均等级大于 10 级） 

 

{平均等级不大于 10 级} 

1.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已经意识模糊了…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6 

然后—— 

 

（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平均等级大于 10 级} 

1.大家似乎都做了同样的梦，这么看来绝不是疲倦所致。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6 

然后—— 

 

（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2.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下一个…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7 

然后——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2.大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感觉到困倦，却没有察觉到异样，加上开放式的露天环境，绝对不是

毒药所致。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7 

然后——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3.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感觉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8 

然后—— 

 

（有学员魔力值不满）（全员魔力值全满） 

 

{存在炎属性学员} 

3.在陷入奇怪状态的时候已经感受不到周围的任何干扰了…也就是说，风停了…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8 

然后—— 

 

（有学员魔力值不满）（全员魔力值全满） 

 

{有学员魔力值不满} 

4.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感觉一旦说出来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9 

然后——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有 T 学院的学员） 

 

{全员魔力值全满} 

4.大家做的梦或许就是人们看到的幻想，只不过当时我们因某种外力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力，

没有发现其实自己是醒着的。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9 

然后——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有 T 学院的学员）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 

5.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感觉已经想要放弃思考了…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10 

然后—— 

 

（平均等级不大于 30 级）（平均等级大于 30 级） 

 



{有 T 学院的学员} 

5.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处于这种状态呢？或许是魔法的力量？那么魔法哪里来的，

又是以什么为契机发动的呢？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10 

然后—— 

 

（平均等级不大于 30 级）（平均等级大于 30 级） 

 

{平均等级不大于 30 级} 

6.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感觉已经不行了…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11 

然后—— 

 

（组长不为三年级或不高于 50 级）（组长为三年级且高于 50 级） 

 

{平均等级大于 30 级} 

6.如果有盗贼——姑且称之为“幽灵盗贼团”吧，那一定是不会被魔法干涉的其它生物，比如…

之前有报告曾在这附近遇到过哥布林小组的袭击…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11 

然后—— 

 

（组长不为三年级或不高于 50 级）（组长为三年级且高于 50 级） 

 

{组长不为三年级或不高于 50 级} 

7.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还是早点回去吧，不总结了… 

目前暂时找不到解答，需要进一步调查文献并实地搜集线索。 

小组遭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打击，目前准备立即折返——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组长为三年级且高于 50 级} 

7.如果上述推断全部成立…那么我们看到的幻象究竟又说明了什么呢？幻想中出现的灵魂难

道和幻之绿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吗？ 

目前暂时找不到解答，需要进一步调查文献并实地搜集线索。 

小组遭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打击，目前准备立即折返——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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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在附近展开全方位地毯式搜索。 

获得：黑曜石 x65 翠曜石 x26 金曜石 x26 

 

纪录 2 

沙漠中的扬尘依然很大，时不时刮来的龙卷风引起阵阵呼啸，非常骇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方便长时间逗留，小组决定速战速决！ 

开始地毯式搜索！ 

地毯式搜索中… 

地毯式搜索中… 

已经累计发现了好几处流沙窝点。 

学员：当初开发贯通洛芙大沙漠的道路的先行者们是不是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呢？真是了不

起啊！ 

地毯式搜索中… 

地毯式搜索中… 

糟糕！有人掉进了流沙里！ 

 

（有学员幸运为 E 或不小于 S）（所有学员幸运大于 E 且小于 S） 

 

{有学员幸运为 E 或不小于 S} 

千钧一发之际，总算拉住了… 

学员：呼…呼…呼…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3 

大家一起用力拉—— 

际大家合力把掉下去的学员抢救了回来…真是太可怕了… 

学员：今天果然是好运气~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4 

继续地毯式搜索中… 

学员：感觉像是在调查哪里有流沙一样… 

地毯式搜索中… 

地毯式搜索中… 

又发现了好几处流沙点…索性没有在成任何威胁。 

地毯式搜索中… 

地毯式搜索中… 

糟糕！这里还有流沙！有人陷进去了！！ 

 

（有学员幸运不为 S）（所有学员幸运为 S） 

 



{有学员幸运不为 S} 

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在每个人的努力下拉回来了…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5 

地毯式搜索中… 

地毯式搜索中… 

不知为何，开始感觉越来越累了… 

学员：连续高强度的高危作业实在是…哈欠~~ 

挣扎着搜索中… 

双眼有点不听使唤了… 

努力暗示自己不要睡并全力搜索中… 

身体已经渐渐失去了知觉…感觉周围突然好安静… 

…… 

感觉身体如坠云雾… 

仿佛来到了另一个国度—— 

这里苍翠欲滴，绿树环绕… 

远离尘世，祥和静谧… 

湖水波光粼粼，宛若仙境… 

突然，天色聚变—— 

粼粼的鬼火从四面燃起，仿佛一个个徘徊的灵魂突然挣脱了束缚… 

然后…目之所及一片血色… 

鲜血如骤雨一般从天而降，淋在鬼火上，滴滴答答甩下来… 

在地面上形成一个个血色的烙印… 

等待的时间犹如脱缰的野史莱姆、犹如灵魂脱壳、犹如死亡、犹如… 

——一切的终焉… 

…… 

…… 

啊！身上的 P.E.T.S.币全部不见了！ 

啊啊！！身上的魔力石也全都不见了？ 

啊啊啊！！！难道我们真的遭遇了强盗？ 

啊啊啊啊啊！！！！！万恶的盗贼，居然偷到了 P.E.T.S.小组身上！！！！！ 

现在需要冷静冷静冷静！！！！ 

经过讨论，目前的情况整理如下—— 

 

（平均等级不大于 10 级）（平均等级大于 10 级） 

 

{平均等级不大于 10 级} 

1.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已经意识模糊了… 

获得：黑曜石 x14 翠曜石 x6 金曜石 x6 

 

纪录 6 

然后—— 

2.大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感觉到困倦，却没有察觉到异样，加上开放式的露天环境，绝对不是



毒药所致。 

获得：黑曜石 x28 翠曜石 x12 金曜石 x12 

 

纪录 7 

然后——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平均等级大于 10 级} 

1.大家似乎都做了同样的梦，这么看来绝不是疲倦所致。 

获得：黑曜石 x28 翠曜石 x12 金曜石 x12 

 

纪录 6 

然后—— 

2.大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感觉到困倦，却没有察觉到异样，加上开放式的露天环境，绝对不是

毒药所致。 

获得：黑曜石 x28 翠曜石 x12 金曜石 x12 

 

纪录 7 

然后——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3.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感觉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获得：黑曜石 x14 翠曜石 x6 金曜石 x6 

 

纪录 8 

然后—— 

 

（有学员魔力值不满）（全员魔力值全满） 

 

{存在炎属性学员} 

3.在陷入奇怪状态的时候已经感受不到周围的任何干扰了…也就是说，风停了… 

获得：黑曜石 x28 翠曜石 x12 金曜石 x12 

 

纪录 8 

然后—— 

 

（有学员魔力值不满）（全员魔力值全满） 

 

{有学员魔力值不满} 

4.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感觉一旦说出来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获得：黑曜石 x14 翠曜石 x6 金曜石 x6 



 

纪录 9 

然后——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有 T 学院的学员） 

 

{全员魔力值全满} 

4.大家做的梦或许就是人们看到的幻想，只不过当时我们因某种外力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力，

没有发现其实自己是醒着的。 

获得：黑曜石 x28 翠曜石 x12 金曜石 x12 

 

纪录 9 

然后——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有 T 学院的学员） 

 

{没有 T 学院的学员} 

5.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感觉已经想要放弃思考了… 

获得：黑曜石 x14 翠曜石 x6 金曜石 x6 

 

纪录 10 

然后—— 

 

（平均等级不大于 30 级）（平均等级大于 30 级） 

 

{有 T 学院的学员} 

5.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处于这种状态呢？或许是魔法的力量？那么魔法哪里来的，

又是以什么为契机发动的呢？ 

获得：黑曜石 x28 翠曜石 x12 金曜石 x12 

 

纪录 10 

然后—— 

 

（平均等级不大于 30 级）（平均等级大于 30 级） 

 

{平均等级不大于 30 级} 

6.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感觉已经不行了… 

获得：黑曜石 x14 翠曜石 x6 金曜石 x6 

 

纪录 11 

然后—— 

 

（组长不为三年级或不高于 50 级）（组长为三年级且高于 50 级） 

 



{平均等级大于 30 级} 

6.如果有盗贼——姑且称之为“幽灵盗贼团”吧，那一定是不会被魔法干涉的其它生物，比如…

之前有报告曾在这附近遇到过哥布林小组的袭击… 

获得：黑曜石 x28 翠曜石 x12 金曜石 x12 

 

纪录 11 

然后—— 

 

（组长不为三年级或不高于 50 级）（组长为三年级且高于 50 级） 

 

{组长不为三年级或不高于 50 级} 

7.刚才想说什么来着…算了，还是早点回去吧，不总结了… 

目前暂时找不到解答，需要进一步调查文献并实地搜集线索。 

小组遭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摧残，目前准备立即折返——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4 翠曜石 x6 金曜石 x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组长为三年级且高于 50 级} 

7.如果上述推断全部成立…那么我们看到的幻象究竟又说明了什么呢？幻想中出现的灵魂难

道和幻之绿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吗？ 

目前暂时找不到解答，需要进一步调查文献并实地搜集线索。 

小组遭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打击，目前准备立即折返——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28 翠曜石 x12 金曜石 x12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所有学员幸运为 S} 

啊！来不及相互拉了…大家一起掉进去了… 

学员：强制团灭… 

获得：黑曜石 x65 翠曜石 x26 金曜石 x26 

 

纪录 5 

…… 

…… 

…… 

难、难道这里就是天国的景色？ 

使劲掐了下旁边的组员—— 

学员：啊！！！！疼！！！！！！！ 

确认无误，我们应该还活着。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应该掉到了一个很大的地下房间中，房间只有一扇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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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照亮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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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房间墙壁上有一个可以的按钮，正前方是一尊威严的布塔石像… 

 

（有 P 学院的学员）（没有 P 学院的学员） 

 

{有 P 学院的学员} 

经过讨论，大家一次拜了布塔大人的石像后，一一离开。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6 

重新回到之前的地方，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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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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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我们居然来到了布塔神殿. 

想不到洛芙沙漠地下还有这样的古道，看来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 

无论怎么想，之前遇到的布塔石像都十分令人在意。 

小组决定先行返回，以上就是本次全部内容——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30 翠曜石 x52 金曜石 x52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没有 P 学院的学员}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搬动石像，下面果然出现了阶梯！ 



学员：看来猜对了！ 

获得：黑曜石 x65 翠曜石 x26 金曜石 x26 

 

纪录 6 

顺着石阶往下走，我们似乎来到了非常奇怪的地方—— 

房间里面非常宽敞，正前方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箱子。 

学员：难道里面有什么宝物？ 

走过去打开箱子后，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学员：我说，经常出没于洛芙大沙漠的盗贼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里来储藏宝藏呢？ 

大家开始尝试着搬动箱子… 

…… 

失败。无论如何都无法搬动。 

开始尝试魔法以暴力破坏。 

…… 

依然毫无作用。 

再仔细观察箱子底部，似乎能看到两块不同的平面接壤的缝隙。 

学员：这里面一定藏着什么奇怪的东西！ 

在尝试了各种方法后依然没有办法从箱子上取得任何突破。 

推测：这个箱子很可能是上古时代留下来的机关，大概是由某处的什么机关控制着。 

再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墙壁某处有一个看起来像是石门的东西。 

尝试了各种方法后依然无法打开，房间内也找不到任何可作为开关的地方。 

小组讨论后的最终结论：这里是一个个人恶趣味满溢的糟糕房间。 

重新回到之前的地方，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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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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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我们居然来到了布塔神殿. 

想不到洛芙沙漠地下还有这样的古道，看来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 

无论怎么想，之前奇怪的房间都十分令人在意。 

小组决定先行返回，以上就是本次全部内容——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30 翠曜石 x52 金曜石 x52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所有学员幸运大于 E 且小于 S} 



来不及了！拉住她的人被一起拖了进去…后面的人前赴后继… 

学员：团灭的预兆…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3 

大家一起用力拉—— 

不好…站在流沙上方完全没有支持力，大家一个接一个陷落了进去… 

学员：团灭…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4 

…… 

…… 

…… 

难、难道这里就是天国的景色？ 

使劲掐了下旁边的组员—— 

学员：啊！！！！疼！！！！！！！ 

确认无误，我们应该还活着。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应该掉到了一个很大的地下房间中，房间只有一扇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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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照亮了道路。 

小组顺着甬道谨慎地往前走。 

从甬道的新旧程度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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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死路，尽头的墙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石门，看起来像是旋转门。 

学员：感觉非常可疑！ 

墙壁上还有一个可疑的按钮，不知道是什么效果… 

学员：这里越发奇怪了… 

 

（组长不是一年级学员）（组长是一年级学员） 

 

{组长不是一年级学员} 

谨慎起见，还是先看一下石门后面有什么东西吧。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5 

大家投票选出的代表转动了前面的旋转门… 

学员：为什么是我… 

——糟糕，是暗箭！ 

 

（最低幸运不大于 D 或最低速度不大于 50）（最低幸运大于 D 且最低速度大于 50） 

 

{最低幸运不大于 D 或最低速度不大于 50} 

啊！有人被射中了！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6 

…… 

间不容发—— 

……幸亏是无头箭，果然是吓唬人的啊~ 

学员：呼~~~感觉已经死了一回了。 

获得：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7 金曜石 x7 

 

纪录 7 

前面的路越来越黑了… 

紧张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前方石块铺成的道路戛然而止—— 

学员：怎么回事？ 

石块下面看起来是黑漆漆的空间，完全望不到底。 

 

（组长等级不大于 30 或不为暗属性）（组长等级大于 30 且为暗属性） 

 

{组长等级不大于 30 或不为暗属性} 

原路折返，根本不用考虑！！！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8 

重新回到之前的地方，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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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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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我们居然来到了洛芙交易所和布塔神殿之间的贯通道附近。 

想不到洛芙沙漠地下还有这样的古道，看来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 

无论怎么想，之前的石门里面依然十分令人在意。 

小组决定先行返回，以上就是本次全部内容——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65 翠曜石 x26 金曜石 x2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组长等级大于 30 且为暗属性} 

经过讨论，大家在擅长暗属性魔法的组长的带领下一起跳了下去！ 

学员：尽管选择相信吧！没问题的！！ 

获得：黑曜石 x65 翠曜石 x26 金曜石 x26 

 

纪录 8 

竟、竟然站在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大家手拉着手，跟着组长的步伐小心谨慎地继续前进。 

…… 

…… 

步步惊心！ 

…… 

…… 

组长忽然停了下来。用力推动了前方某处的什么… 

啊！居然还是一个旋转门！！ 

全员顺利通过旋转门，进入了一个奇怪的房间。 

房间内空无一物，墙上有个和之前房间里同样令人在意的按钮。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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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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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我们居然来到了洛芙大沙漠最东边的灰色遗迹附近。 

想不到洛芙沙漠地下还有这样的古道，看来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 

小组决定先行返回，以上就是本次全部内容——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65 翠曜石 x26 金曜石 x2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最低幸运大于 D 且最低速度大于 50} 

大家连滚带爬迅速趴下~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6 

…… 

间不容发—— 

虽然卖相难看了点，总算是顺利渡劫。 

学员：呼~~~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7 

前面的路越来越黑了… 

紧张地前进中… 

谨慎地前进中… 

前方石块铺成的道路戛然而止—— 

学员：怎么回事？ 

石块下面看起来是黑漆漆的空间，完全望不到底。 

原路折返，根本不用考虑！！！ 

获得：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13 金曜石 x13 

 

纪录 8 

重新回到之前的地方，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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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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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我们居然来到了洛芙交易所和布塔神殿之间的贯通道附近。 

想不到洛芙沙漠地下还有这样的古道，看来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 

无论怎么想，之前的石门里面依然十分令人在意。 

小组决定先行返回，以上就是本次全部内容——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65 翠曜石 x26 金曜石 x2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组长是一年级学员} 

初生牛犊不怕虎，组长决定还是优先按一下那个可疑的按钮。 

获得：黑曜石 x65 翠曜石 x26 金曜石 x26 

 

纪录 5 

组长代表大家按下了按钮—— 

学员：不、不会有事吧… 

天窗突然大开，一根硕大的藤条垂了下来。 

学员：这难道是出去的道路？ 

该怎么办呢？ 

…… 

正在大伙犹豫时，组长已经顺着藤条一点点爬了上去… 

学员：…… 

…… 

…… 

似乎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大家纷纷屏息凝神，不敢出声… 

学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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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咦？这里是什么地方？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我们居然来到了洛芙交易所和布塔神殿之间的贯通道附近。 

想不到洛芙沙漠地下还有这样的古道，看来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 

之前没有进入的石门也十分令人在意。 

小组决定先行返回，以上就是本次全部内容——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95 翠曜石 x78 金曜石 x7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90 翠曜石 x155 金曜石 x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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