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琥珀高地探索中区~布鲁沼泽湖方向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从远处看，布鲁沼泽湖区迷雾缭绕，在这个季节十分反常。
学员：不、不会真的有鬼吧？！难道传闻是真的？
小组从地图西南方 7 点钟方向进入沼泽湖区的芦苇洼地。
脚下地面湿滑，谨慎前进中…
谨慎前进中……
啊！遭遇突然的地面塌陷，小组有人陷入了潜沼中——
学员：哇——啊啊啊啊啊！救命！
大家火速手拉手结成了一根长绳子，拽住了陷落者——
……
……
（攻击之和不大于 800）
（攻击之和大于 800）
{攻击之和不大于 800}
救援以失败告终…请闭上眼默哀三秒钟…哈哈，骗你的！泥沼比想象中的浅很多，只是当事
人滚了一身泥巴而已~
学员：呜呜呜呜~八嘎校长，安排给我这样的任务！
原地休整中…
……
……
休整完毕，继续出发！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纪录 2
湖心依然弥漫着浓重的雾气。
经过刚才的意外，大家已经做好了相应的觉悟，开始往湖心位置——出发！
小心前行中…
在这种天气下进入沼泽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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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啊嘞？居然没有死？似乎透过泥沼掉到了奇怪的地方…
学员：我们该不会死在这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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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黑洞洞的——啊！谁碰到了我的脑袋…
学员：啊啊啊！疼——
（光属性角色数不大于 2）
（光属性角色数大于 2）
{光属性角色数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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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5 翠曜石 x12 赤曜石 x5
纪录 3
……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座古老的遗迹，从陈设来看和遍布于大陆各地的史前遗迹略有不同，似乎
更新一些。
……
连续穿过了几个小房间，眼前出现了一条狭窄的扶梯通道。
周围的情形并不清楚，大家手拉手组成了一列纵队，顺着扶梯引导的方向继续前进。
学员：虽然感觉脚下是软绵绵的木板，还是蛮轻松的嘛~
获得：苍曜石 x15 翠曜石 x12 赤曜石 x5
纪录 4
全员终于成功到达通道对面。
继续深入探索中…
眼前遭遇一个交叉口，分出了左右两条通路。
（组长幸运不大于 70）
（组长幸运大于 70）
{光属性角色数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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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纪录 3
……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座古老的遗迹，从陈设来看和遍布于大陆各地的史前遗迹略有不同，似乎
更新一些。
……
连续穿过了几个小房间，眼前出现了一条狭窄的扶梯通道。

通道由简易的木板拼凑而成，横跨过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洞，看起来非常吓人。
学员：不、不要往下看啊——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纪录 4
全员终于成功到达通道对面。
继续深入探索中…
眼前遭遇一个交叉口，分出了左右两条通路。
（组长幸运不大于 70）
（组长幸运大于 70）
{组长幸运不大于 70}
大家一致同意相信队长的直觉，向左拐。
获得：苍曜石 x15 翠曜石 x12 赤曜石 x5
纪录 5
拐弯后是上坡路，看起来像是通往地上的方向。咦？等一下，踏上坡道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奇
怪的声音——
天哪，有巨大的石头朝这边滚了过来！赶、赶紧跑向另一边！
危机终于过去…
学员：究竟是谁设置了这样的机关呢？
前方似乎有光点在闪烁，渐渐能感受到空气的流动，应该快到出口了。
终于来到了地面，眼前是——旧校区的图书馆残骸？
学员：原来，还有这样的密道啊！
究竟是谁修建了这样的地道呢？看来还要择日再做深入调查。
今日的调查结束，开始启程返校。——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5 翠曜石 x12 赤曜石 x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组长幸运大于 70}
大家一致同意相信队长的直觉，向右拐。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纪录 5
拐弯后是上坡路，看起来像是通往地上的方向。咦？等一下，踏上坡道的时候好像听到了奇
怪的声音——
身后突然传来了巨大的声响，没过多久又消失在了刚才来的路上…是错觉吗？
学员：地下这么大的动静，该不会对地上产生什么影响吧？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攻击之和大于 800}

呼~呼~~好险，终于成功地拉人上岸了！
学员：谢、谢谢大家！
原地休整中…
……
……
休整完毕，继续出发！
获得：苍曜石 x59 翠曜石 x47 赤曜石 x20
纪录 2
布鲁沼泽湖内弥漫着浓浓的雾气，不宜直接深入调查，小组决定环湖探索。
组长掷出一枚 P.E.T.S 币——
（组长幸运不大于 70）
（组长幸运大于 70）
{组长幸运不大于 70}
反面。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纪录 3
小组决定沿着布鲁沼泽湖北面探索。
小组前进中…
北面的雾气并不浓重，并未对视线造成太大干扰。
小组前进中…
大家持续保持着高度警戒状态，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学员：呼~好希望南边一切正常。
小组前进中…
紧急报告！
大约在沼泽湖中心北方 12 点钟的方向，
突然遭遇不明原因发狂的一小群史莱姆！
大家保持着静默状态原地站立着，尽量观察着对方的情况。
……
已确认对方情绪处于极度暴躁状态。
学员：看起来好萌啊，要不要摸头杀？
……
经短暂小声讨论后，决定采用交涉的手段设法平息对方的愤怒，看运气了~
（幸运之和不大于 280）
（幸运之和大于 280）
{幸运之和不大于 280}
交涉失败……史莱姆开始发狂……~啊呀呀呀！有人被咬了——（我为什么那么激动…）
学员：感觉被史莱姆当成了傻瓜……
……
费了好大的力气，麻烦终于解除了。
继续沿湖巡逻中…
在刚才的小插曲后，一切顺利，小组即将抵达布鲁沼泽湖对岸。
顺利抵达目标点，目前没有发现其它可疑状况。

学员：反正……今天没有好事……
鉴于天色不早，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学员：谁、谁把灯关了=。=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幸运之和大于 280}
通过交涉的组员比划手势和不停发出哼哼哈哈的声音，终于成功地实现交流，对方的敌意暂
时消失了。
学员：啊——呜——跌倒了……
……
费了好大的力气，麻烦终于解除了。
继续沿湖巡逻中……
在刚才的小插曲后，一切顺利，小组即将抵达布鲁沼泽湖对岸。
顺利抵达目标点，目前没有发现其它可疑状况。
学员：反正……今天没有好事……
鉴于天色不早，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学员：谁、谁把灯关了=。=
获得：苍曜石 x59 翠曜石 x47 赤曜石 x20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组长幸运大于 70}
正面。
获得：苍曜石 x59 翠曜石 x47 赤曜石 x20
纪录 3
小组决定沿着布鲁沼泽湖南面探索。
小组前进中…
沼泽湖区南面的雾气非常严重，行动异常艰难。
小组前进中…
由于视野狭小，大家一一牵起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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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5 翠曜石 x12 赤曜石 x5
纪录 4
继续谨慎前进中…
啊！突然遭遇强烈的气流冲击！
学员：啊啊啊啊啊！明明没有牙为什么还是这么疼啊！

目、目前所处位置为湖面东南、大约在湖心 4 点钟方向…
伴随气流而来的浓重雾气完全挡住了前方的路线。
状况越来越糟糕，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准备强行施展光魔法开路！
（光抗性之和不大于 240）
（光抗性之和大于 240）
{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纪录 4
继续谨慎前进中…
啊！突然遭遇强烈的气流冲击！
学员：啊啊啊啊啊！明明没有牙为什么还是这么疼啊！
目、目前所处位置为湖面东南、大约在湖心 4 点钟方向…
伴随气流而来的浓重雾完全挡住了前方的路线。
状况越来越糟糕，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准备强行施展光魔法开路！
（光抗性之和不大于 240）
（光抗性之和大于 240）
{光抗性之和不大于 240}
羸弱的光芒最终被浓雾吞噬，混沌的魔爪再次袭来——啊啊啊，适得其反…呜呜…跟谁撞到
脑袋啦…
学员：出现吧，光芒之剑！
似乎由于刚才释放的魔力作用，雾气渐渐散开了。
学员：难道说，雾气的形成和魔力场有关系？
来不及休整，大家沿着沼泽湖开始加速前进。
小组快速前进中…
已经可以看到预计抵达的目标点了。
……
呼呼~~终、终于完成了南侧的巡逻任务。
从遭遇的情况来看，似乎有不明原因的魔力波动造成了湖面的奇异状况。魔力源头疑似来自
沼泽湖内部。
感觉这趟巡逻收获…咳、咳——颇丰，启程返校！——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5 翠曜石 x12 赤曜石 x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光抗性之和大于 240}
哇！耀眼的光辉刺破了浓雾，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成功啦！
学员：决不能向黑暗势力低头！
似乎由于刚才释放的魔力作用，雾气渐渐散开了。
学员：难道说，雾气的形成和魔力场有关系？
来不及休整，大家沿着沼泽湖开始加速前进。

小组快速前进中…
已经可以看到预计抵达的目标点了。
……
呼呼~~终、终于完成了南侧的巡逻任务。
从遭遇的情况来看，似乎有不明原因的魔力波动造成了湖面的奇异状况。魔力源头疑似来自
沼泽湖内部。
感觉这趟巡逻收获…咳、咳——颇丰，启程返校！——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0 翠曜石 x24 赤曜石 x10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175 翠曜石 x140 赤曜石 x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