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K.K.湾寻踪库伊特岛调查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大陆东面的库伊特岛。
据当地居民报告显示，近日来库伊特岛的降水来明显减少，周围植被生长受到了很大影响，
中心淡水湖区也开始出现枯竭的征兆。
飞空艇前进中…
飞空艇前进中…
飞空艇前进中…
顺利到达库伊特岛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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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组长潜能激活次数不少于 2 次）
{组长潜能激活次数少于 2 次}
岛屿周边植被的枯竭征兆更令人在意，基于组长的判断，小组决定优先沿周边地区收集情报。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2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目标是穿越前方的湖畔之森前往阿尔丘陵，最终到达可以俯瞰整座岛屿的著名旅游胜地——
阿尔山巅。
学员：据说，这里和琥珀之丘的恩惠之森差不多，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可惜现在…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已经隐约可见通往库伊特淡水湖的必经之路——湖畔之森。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进入湖畔之森区域。
如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周围的植被状况令人担忧——
林中一些树木很明显受到降水减少的影响，开始出现局部的枯萎症状。
学员：好可怜啊，明明都是热带植物，现在都打不起精神来了…
林中静悄悄的，显得毫无生气…
学员：据了解，岛上的居民已经大半放弃了林中采食，改为航运购买，但并非长久之计。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某处有一只史莱姆正趴在地上，无力地向前蠕动着。
学员：怎么办呢？是不是生病了？
看来这属于生态紊乱造成的连锁反应，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帮上它了…
危机已经迫近，小组开始加速前进！
加速前行中…
加速前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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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这个时候居然有笨蛋跑步起来…看来需要加强体能方面的训练了…
加速前行中…
加速前行中…
前方陆陆续续出现了更多的倒伏在地上的史莱姆——史莱姆们大体向着淡水湖方向缓慢地
蠕动着…
…虽然很在意淡水湖方向的情况，但是为了弄清问题，现在必须果决——
向着阿尔丘陵方向的岔路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穿越了湖畔之森达到阿尔丘陵，然而——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3
这里的植被似乎遭受过不小的破坏…
阿尔丘陵和湖畔之森的树种不同，树枝偏低，树叶容易采摘——目前很明显可以看到部分低
处的树叶有被啃食过的迹象。
学员：我记得这里主要是山地哥布林出没的地带…
情况十分可疑，小组决定一边前进一边调查周围的情况…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看来不用我们再猜测了，答案已经出现在眼前了——
前方某处，一群哥布林正簇拥着啃食某棵树的叶子…
学员：我记得哥布林应该不吃树叶啊…
（全是一年级学员）
（不全是一年级学员）
{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这样让人动力十足地奔跑！
加速前行中…
加速前行中…
前方陆陆续续出现了更多的倒伏在地上的史莱姆——史莱姆们大体向着淡水湖方向缓慢地
蠕动着…
…虽然很在意淡水湖方向的情况，但是为了弄清问题，现在必须果决——
向着阿尔丘陵方向的岔路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穿越了湖畔之森达到阿尔丘陵，然而——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3
这里的植被似乎遭受过不小的破坏…
阿尔丘陵和湖畔之森的树种不同，树枝偏低，树叶容易采摘——目前很明显可以看到部分低
处的树叶有被啃食过的迹象。
学员：我记得这里主要是山地哥布林出没的地带…
情况十分可疑，小组决定一边前进一边调查周围的情况…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看来不用我们再猜测了，答案已经出现在眼前了——
前方某处，一群哥布林正簇拥着啃食某棵树的叶子…
学员：我记得哥布林应该不吃树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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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4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虽然越靠越近，但是哥布林们似乎没有发现这边，正在疯狂地抢食树叶…
学员：这么专注啊…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5
嘘…不要出声…
啊！不知道哪个笨蛋踩到了树枝，发出了嘎吱的声响…
学员：完了…暴露了…
暴露了目标！
奇怪，哥布林们不但没有像平时一样展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反而依然在急匆匆地啃食树叶。
学员：这么暴躁的小家伙们居然变得这么乖，好奇怪啊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6
由此推断….
会不会它们在补充水分啊？！——组内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学员：如果是的话，那也真可怜啊…
由于眼前的哥布林不具有任何攻击性，小组决定暂时不去打扰它们，优先确认其余发生在丘
陵上的异变。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前方又陆陆续续出现哥布林啃食树叶的情况以及啃食后的树干残骸。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以哥布林的身高计算，它们很难顺利够到更高处的树叶，这里的树可能支撑不了多久就会被
哥布林彻底啃食一遍了…
如果放任这种情况恶化的话，哥布林迟早会砍树，后果只有一个——丘陵的生态体系彻底崩
坏。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看来…还有更糟糕…正前方右侧的大树枝干部分已经被啃食一空…
从啃食的痕迹可以看出原本应该有很浓密的枝叶遮挡在树干四周，而现在这道天然屏障已经
所剩无几、完全暴露出来后面的树干了…
学员：真是奇怪，为什么其它的树干没有被啃食，偏偏这棵树…
大伙决定再走近观察一下…
从树干边缘的干涸程度判断，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就中空了，看来和哥布林并没有实质的关
系。
（有角色不满魔力值）
（所有角色满魔力值）
{不全是一年级学员}
大家决定先沉住气，远远地观察…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4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哥布林们似乎没有发现这边，正在疯狂地抢食树叶…
学员：这么专注啊…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5
嘘…不要出声…
啊！不知道哪个笨蛋踩到了树枝，发出了嘎吱的声响…
学员：完了…暴露了…
暴露了目标！
奇怪，哥布林们不但没有像平时一样展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反而依然在急匆匆地啃食树叶。
学员：这么暴躁的小家伙们居然变得这么乖，好奇怪啊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6
由此推断….
会不会它们在补充水分啊？！——组内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学员：如果是的话，那也真可怜啊…
由于眼前的哥布林不具有任何攻击性，小组决定暂时不去打扰它们，优先确认其余发生在丘
陵上的异变。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前方又陆陆续续出现哥布林啃食树叶的情况以及啃食后的树干残骸。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以哥布林的身高计算，它们很难顺利够到更高处的树叶，这里的树可能支撑不了多久就会被
哥布林彻底啃食一遍了…
如果放任这种情况恶化的话，哥布林迟早会砍树，后果只有一个——丘陵的生态体系彻底崩
坏。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看来…还有更糟糕…正前方右侧的大树枝干部分已经被啃食一空…
从啃食的痕迹可以看出原本应该有很浓密的枝叶遮挡在树干四周，而现在这道天然屏障已经
所剩无几、完全暴露出来后面的树干了…
学员：真是奇怪，为什么其它的树干没有被啃食，偏偏这棵树…
大伙决定再走近观察一下…
从树干边缘的干涸程度判断，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就中空了，看来和哥布林并没有实质的关
系。
（有角色不满魔力值）
（所有角色满魔力值）

{有角色不满魔力值}
似乎没有特别在意的必要，大家长舒一口气，决定继续向前…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7
继续向前调查…
哥布林总是时不时林林总总地聚集出现在树下，沿途没有一只有过来“打招呼”的意思。
学员：虽然有些不习惯…可是…
谨慎向前调查中…
谨慎向前调查中…
谨慎向前调查中…（心情复杂）
谨慎向前调查中…
谨慎向前调查中…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8
目前丘陵地带的异动已大体探明，需要抓紧时间往山巅进发。
加速前行中…
加速前行中…
加速前行中…
已经差不多来到了山脚下…身后的阿尔丘陵令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收拾下心情，开始爬山！
学员：据说阿尔山巅沿途的石头怪们比较安静，只要不去招惹，一般不会袭击路人。
向上攀爬中…
向上攀爬中…
向上攀爬中…
越往山上前进，越能感受到风力的强劲…
学员：真不愧是阿尔之巅，风吹起来真舒服啊…但是，总有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
向上攀爬中…
向上攀爬中…
向上攀爬中…
咦？刚才似乎有人踢到了什么？
学员：糟糕！是石头怪！
是石头怪，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正常的登山道上呢？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了…似乎已经惹恼了它们…
山道上，至少有十几个圆滚滚的石头一起转向了我们。一个个露出阴森森的笑脸…看起来瘆
瘆的…
学员：呜…
来不及思考那么多了！直接开战肯定两败俱伤——在对方动起来之前速度往山上跑！！！！
！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
（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

呜…有个笨蛋被石头怪夹住了…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拖着往前跑吧！
学员：呃…啊呜呜呜呜呜！
！
！
！
！
！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总算甩开了…糟糕，又扑上来了！
！
！
可是…一般只会出现在人行道周围的石头怪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了人行道上呢？
学员：来不及思考这些了…快走！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呼~呼~~很久没有感觉这么累了…
终于…远远地把它们甩在了身后…应该暂时…安全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9
长吁一口气…向山顶前进！
向山顶前进中…
向山顶前进中…
向山顶前进中…
——到达山顶！
学员：这一趟任务真是命运坎坷啊！
一瞬间，几乎所有人都瘫倒在了地上…
……（难得的舒畅感…）
……
在山顶吹着舒爽的凉风，感觉终于活过来了。
从这里向四周眺望——果然和预料之中的一样，岛上的树木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枯萎征兆。
更严重的是，库伊特淡水湖周围聚集了非常多的史莱姆…
学员：多半是因为干旱引起的吧
还有就是丘陵方向一小群一小群聚集在树下的哥布林。
以及——
阿尔山道上突然堵在行人道上的石头怪…
所有的现象已经大体调查完毕，然而——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连锁反应呢？
说起来确实有某种不寻常的违和感…
学员：确实有种不协调感，会不会那谁对此更敏感呢…
（风属性学员少于 2 名）（存在至少 2 名风属性学员）
{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大家开陆续动作，以最快的速度绕开石头怪前进！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总算甩开了…糟糕，又扑上来了！
！
！
可是…一般只会出现在人行道周围的石头怪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了人行道上呢？

学员：来不及思考这些了…快走！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呼~呼~~很久没有感觉这么累了…
终于…远远地把它们甩在了身后…应该暂时…安全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9
长吁一口气…向山顶前进！
向山顶前进中…
向山顶前进中…
向山顶前进中…
——到达山顶！
学员：这一趟任务真是命运坎坷啊！
一瞬间，几乎所有人都瘫倒在了地上…
……(难得的舒畅感…）
……
在山顶吹着舒爽的凉风，感觉终于活过来了。
从这里向四周眺望——果然和预料之中的一样，岛上的树木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枯萎征兆。
更严重的是，库伊特淡水湖周围聚集了非常多的史莱姆…
学员：多半是因为干旱引起的吧
还有就是丘陵方向一小群一小群聚集在树下的哥布林。
以及——
阿尔山道上突然堵在行人道上的石头怪…
所有的现象已经大体调查完毕，然而——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连锁反应呢？
说起来确实有某种不寻常的违和感…
学员：确实有种不协调感，会不会那谁对此更敏感呢…
（风属性学员少于 2 名）（存在至少 2 名风属性学员）
{风属性学员少于 2 名}
到底是什么呢？目前来看似乎有必要再次前来调查…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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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但愿回去的路上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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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至少 2 名风属性学员}
不错，是风！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10
不，更确切的说是风的方向！
果然…如果这样的话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原本吹向库伊特岛的应该是东北风，而现在变成了西南风！！！
所以…来自卡鲁岛的水蒸气没有办法随风而至，造成了这里的干旱！
所以…原本不应该存在于路中间的石头怪莫名的出现在了奇怪的位置…
或许，岛上还有其它暂未发现的现象也与此有关…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风向的变化呢？
学员：果然，谜题层出不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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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但愿回去的路上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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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角色满魔力值}
不对…隐藏的中空树洞无论如何都格外令人在意…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7
决定深入树洞调查——
树干内部有一大部分是中空的，大概必要的营养和水分是从其它剩余部位往上输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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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干内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
学员：虽然很在意…不过还是算了吧…或许运气好的家伙能从树洞里捡到 P.E.T.S.币吧！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8
再走近点看看…
看来只是天然形成的奇特造型…和岛上正在进行的异变应该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9
目前丘陵地带的异动已大体探明，需要抓紧时间往山巅进发。
加速前行中…
加速前行中…

加速前行中…
已经差不多来到了山脚下…身后的阿尔丘陵令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收拾下心情，开始爬山！
学员：据说阿尔山巅沿途的石头怪们比较安静，只要不去招惹，一般不会袭击路人。
向上攀爬中…
向上攀爬中…
向上攀爬中…
越往山上前进，越能感受到风力的强劲…
学员：真不愧是阿尔之巅，风吹起来真舒服啊…但是，总有种说不出来的违和感…
向上攀爬中…
向上攀爬中…
向上攀爬中…
咦？刚才似乎有人踢到了什么？
学员：糟糕！是石头怪！
是石头怪，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正常的登山道上呢？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了…似乎已经惹恼了它们…
山道上，至少有十几个圆滚滚的石头一起转向了我们。一个个露出阴森森的笑脸…看起来瘆
瘆的…
学员：呜…
来不及思考那么多了！直接开战肯定两败俱伤——在对方动起来之前速度往山上跑！！！！
！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
（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有角色闪避不高于 30%}
呜…有个笨蛋被石头怪夹住了…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拖着往前跑吧！
学员：呃…啊呜呜呜呜呜！
！
！
！
！
！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总算甩开了…糟糕，又扑上来了！
！
！
可是…一般只会出现在人行道周围的石头怪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了人行道上呢？
学员：来不及思考这些了…快走！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呼~呼~~很久没有感觉这么累了…
终于…远远地把它们甩在了身后…应该暂时…安全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0
长吁一口气…向山顶前进！
向山顶前进中…
向山顶前进中…
向山顶前进中…
——到达山顶！

学员：这一趟任务真是命运坎坷啊！
一瞬间，几乎所有人都瘫倒在了地上…
……（难得的舒畅感…）
……
在山顶吹着舒爽的凉风，感觉终于活过来了。
从这里向四周眺望——果然和预料之中的一样，岛上的树木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枯萎征兆。
更严重的是，库伊特淡水湖周围聚集了非常多的史莱姆…
学员：多半是因为干旱引起的吧
还有就是丘陵方向一小群一小群聚集在树下的哥布林。
以及——
阿尔山道上突然堵在行人道上的石头怪…
所有的现象已经大体调查完毕，然而——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连锁反应呢？
说起来确实有某种不寻常的违和感…
学员：确实有种不协调感，会不会那谁对此更敏感呢…
（风属性学员少于 2 名）（存在至少 2 名风属性学员）
{所有角色闪避高于 30%}
大家开陆续动作，以最快的速度绕开石头怪前进！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总算甩开了…糟糕，又扑上来了！
！
！
可是…一般只会出现在人行道周围的石头怪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了人行道上呢？
学员：来不及思考这些了…快走！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向山顶狂奔中…
呼~呼~~很久没有感觉这么累了…
终于…远远地把它们甩在了身后…应该暂时…安全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10
长吁一口气…向山顶前进！
向山顶前进中…
向山顶前进中…
向山顶前进中…
——到达山顶！
学员：这一趟任务真是命运坎坷啊！
一瞬间，几乎所有人都瘫倒在了地上…
……(难得的舒畅感…）
……
在山顶吹着舒爽的凉风，感觉终于活过来了。
从这里向四周眺望——果然和预料之中的一样，岛上的树木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枯萎征兆。

更严重的是，库伊特淡水湖周围聚集了非常多的史莱姆…
学员：多半是因为干旱引起的吧
还有就是丘陵方向一小群一小群聚集在树下的哥布林。
以及——
阿尔山道上突然堵在行人道上的石头怪…
所有的现象已经大体调查完毕，然而——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连锁反应呢？
说起来确实有某种不寻常的违和感…
学员：确实有种不协调感，会不会那谁对此更敏感呢…
（风属性学员少于 2 名）（存在至少 2 名风属性学员）
{风属性学员少于 2 名}
到底是什么呢？目前来看似乎有必要再次前来调查…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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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但愿回去的路上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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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至少 2 名风属性学员}
不错，是风！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10
不，更确切的说是风的方向！
果然…如果这样的话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原本吹向库伊特岛的应该是东北风，而现在变成了西南风！！！
所以…来自卡鲁岛的水蒸气没有办法随风而至，造成了这里的干旱！
所以…原本不应该存在于路中间的石头怪莫名的出现在了奇怪的位置…
或许，岛上还有其它暂未发现的现象也与此有关…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风向的变化呢？
学员：果然，谜题层出不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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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但愿回去的路上没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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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洞很浅，大概是只能半蹲着一个人的空间。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8
再走近点看看…
有个心急的家伙蹲到了树坑里调查——啊！不好，脚下的土并不实，人掉了下去！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9
危险！已经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一起跳下去了——
……
……
……
……
感觉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大概因为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四周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清楚…完全不知道掉到了什么地方…
大家纷纷施展魔法强化视力，眼前的景象渐渐清晰了——
全员确认平安，现在最主要的是周围的情况！
面前是一条悠长的地下甬道，从土壤的干涸程度来看，已经有很长的年头了…
多亏了外面的哥布林，否则恐怕很难察觉到这样的密道…
小组顺着甬道谨慎地往前走。
从通道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和大陆各处发现的古老的地下遗迹似乎有一定的区别…更像是
单纯为了通行及藏身而专门设计的…
谨慎前行中…
谨慎前行中…
前方的道路越发狭窄起来，基本只有一个人的身位空间。
学员：等在前方的会是什么呢？
继续前行中…
继续前行中…
前方突然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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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朵鬼火就像获得了生命一样，眼睛和嘴巴生动地刻在上面，阴森森地笑着。
学员：好想就这么回去啊…
似乎自从来到这里后，似乎就没有一件好事——大概此时没有人不这么想吧！
鬼火并没有堵在前行的道路上，只是默默漂浮在两侧无法到达的石壁内。
学员：要、要来了…
（心情不低于 70 的不大于 3 个）
（心情不低于 70 的大于 3 个）
{心情不低于 70 的不大于 3 个}
速、速度跑过去！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10
燃烧的鬼火们突然表情变得无比狰狞，难道要攻过来了吗？
学员：呜…
糟糕！它们追过来的速度越来越快，衣、衣服——烧到衣服啦！！！
学员：啊！
！
！
！
！
！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11
……
……
……
呼…总算摆脱了讨厌的鬼火群…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调整好状态，继续谨慎地前进…
继续前行中…
继续前行中…
奇怪，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扶梯，看起来有一定年头了…
学员：爬上去试试怎么样？
任何可以点都不能轻易放过——爬上去试试吧！
（没有幸运 E 和 D 的学员）
（有幸运 E 或 D 的学员）
{心情不低于 70 的大于 3 个}
算了，权当什么都没看到吧！直接走过去。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10
燃烧的鬼火们突然表情变得无比狰狞，难道要攻过来了吗？
学员：呜…
鬼火似乎没有对我们做出任何反应。或许它们只是某种恐吓的恶作剧魔法结晶吧…
获得：苍曜石 x13 金曜石 x21 赤曜石 x8
纪录 11
……
……
……
呼…总算摆脱了讨厌的鬼火群…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调整好状态，继续谨慎地前进…
继续前行中…
继续前行中…
奇怪，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扶梯，看起来有一定年头了…
学员：爬上去试试怎么样？
任何可以点都不能轻易放过——爬上去试试吧！
（没有幸运 E 和 D 的学员）
（有幸运 E 或 D 的学员）

{没有幸运 E 和 D 的学员}
无论如何都打不开上面的天窗，大概是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出口吧…啊！绳子突然断了！
……
暴力破坏天窗可能会出现未知的危险，还是暂时不要动念头了…
目前并没有什么值得在此留恋的东西，继续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已经不知道走过了多久…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隐约泛着光，似乎可以听到水花，大概到了海岸的某处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空气越来越清新了…看来已经到达了隧道的尽头。
根据周围的景象，可以确认目前处在阿尔山巅脚下临近海水的某个不知名处。
不知是何人建造的，但似乎是个船舶临时停靠的好地方。
学员：难道说，这里是近期闹得非常凶的海盗们的聚居点？
按照这里的开掘土质及落灰程度推测，恐怕至少有几十年不曾有人涉足过了…
大概是很久很久以前，某些海盗们或者水手们的秘密集会点吧…
应该和目前岛上正在发生的异动没有任何联系。
学员：唯一令人在意的是那个上不去的天窗里究竟是什么呢？
小组目前正面临着一个严酷的现实——究竟要怎么回去呢？
算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目前的报告到此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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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或 D 的学员}
无论如何都打不开上面的天窗，大概是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出口吧…
学员：感觉已经走了很久，完全失去了方向，现在上面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
暴力破坏天窗可能会出现未知的危险，还是暂时不要动念头了…
目前并没有什么值得在此留恋的东西，继续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已经不知道走过了多久…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隐约泛着光，似乎可以听到水花，大概到了海岸的某处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空气越来越清新了…看来已经到达了隧道的尽头。
根据周围的景象，可以确认目前处在阿尔山巅脚下临近海水的某个不知名处。
不知是何人建造的，但似乎是个船舶临时停靠的好地方。
学员：难道说，这里是近期闹得非常凶的海盗们的聚居点？
按照这里的开掘土质及落灰程度推测，恐怕至少有几十年不曾有人涉足过了…
大概是很久很久以前，某些海盗们或者水手们的秘密集会点吧…
应该和目前岛上正在发生的异动没有任何联系。
学员：唯一令人在意的是那个上不去的天窗里究竟是什么呢？
小组目前正面临着一个严酷的现实——究竟要怎么回去呢？
算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目前的报告到此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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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潜能激活次数不少于 2 次}
中心淡水湖的状况对于该岛的生态影响尤为严重，基于组长的判断，小组决定优先前往该区
域调查。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2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已经隐约可见通往库伊特淡水湖的必经之路——湖畔之森。
学员：据说，这里和琥珀之丘的恩惠之森差不多，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可惜现在…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进入湖畔之森区域。
如报告中提到的那样，周围的植被状况令人担忧——
林中一些树木很明显受到降水减少的影响，开始出现局部的枯萎症状。
学员：好可怜啊，明明都是热带植物，现在都打不起精神来了…
林中静悄悄的，四周围显得毫无生气…
学员：据了解，岛上的居民已经大半放弃了林中采食，改为航运购买，但并非长久之计。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某处一只史莱姆正趴在地上，无力地向前蠕动着。
学员：怎么办呢？是不是生病了？
史莱姆看起来没什么精神，病怏怏的…大概是缺水引起的连锁反应吧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
（有 E 学院的学员）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
看来库伊特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小组决定火速前进，朝淡水湖方向进发！
获得：苍曜石 x4 金曜石 x6 赤曜石 x2
纪录 3
大家加快了步伐，继续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气氛非常凝重）
获得：苍曜石 x4 金曜石 x6 赤曜石 x2
纪录 4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陆陆续续出现了更多的倒伏在地上的史莱姆——
学员：看来情况越来越麻烦了…
刻不容缓！大家喘着粗气，加快步伐，全力赶往淡水湖方向跑。
获得：苍曜石 x4 金曜石 x6 赤曜石 x2
纪录 5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穿越了湖畔之森达到淡水湖，然而——
学员：天哪！居然在湖水里聚集了这么多的史莱姆…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数不清的史莱姆集中在湖中，放眼看过去，就像是一朵朵漂浮的荷叶，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一大片…
……
……
……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大家才回过神来。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有 E 学院的学员}
虽然有点麻烦…大家还是决定顺路抱着它一起前往库伊特淡水湖。
学员：看起来好可怜…大概是缺水想要去中心淡水湖吧…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3
大家加快了步伐，继续前进…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怀中的史莱姆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非常安静，微微喘着气渐渐睡熟了…

学员：史莱姆还是蛮可爱的嘛，除了偶尔会恶作剧咬人…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4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陆陆续续出现了更多的倒伏在地上的史莱姆——
学员：看来情况越来越麻烦了…
没有办法顾及那么多了，先把怀里的小家伙带到淡水湖那边吧！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5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穿越了湖畔之森达到淡水湖，然而——
学员：天哪！居然在湖水里聚集了这么多的史莱姆…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数不清的史莱姆集中在湖中，放眼看过去，就像是一朵朵漂浮的荷叶，
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一大片…
……
……
……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大家才回过神来。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即使史莱姆们喜欢水，眼前的景象也实在过于令人费解。
获得：苍曜石 x4 金曜石 x6 赤曜石 x2
纪录 6
至少有一个结论是确定的：过多的史莱姆聚集已经影响了其他生命来湖边取水——无论是岛
上的居民还是其他生物。
再回望来时的方向：一群史莱姆们还在前赴后继地拼命往湖这边爬…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
（有 E 学院的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根据擅长水魔法的组员推断：由于降水减少，身体主要由淡水组成的陆生史莱姆才会大规模
向着库伊特湖集体迁徙。但是…
学员：会不会有傻瓜走了反方向，朝着海滩那里迁徙？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6
至少有一个结论是确定的：过多的史莱姆聚集已经影响了其他生命来湖边取水——无论是岛

上的居民还是其他生物。
再回望来时的方向：一群史莱姆们还在前赴后继地拼命往湖这边爬…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
（有 E 学院的学员）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
……（气氛非常凝重）
获得：苍曜石 x4 金曜石 x6 赤曜石 x2
纪录 7
……
湖里的史莱姆越来越多了…
获得：苍曜石 x4 金曜石 x6 赤曜石 x2
纪录 8
和曾在琥珀之丘暴走的史莱姆们不同，虽然这里群聚的史莱姆数量异常多，却一个个显得无
精打采、萎靡不振，没有任何攻击性。
目前来看，有必要前往放眼望不到边的淡水湖对面继续调查——
（没有 P 或 T 学院学员）
（有 P 和 T 学院学员）
{有 E 学院的学员}
这时候大家才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怀抱史莱姆的同学把刚才遇到的小家伙小心翼翼地放进了
湖中，它似乎瞬间恢复了活力，一蹦一跳地冲着我们露出了开心的笑脸。
学员：没事真的太好了！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7
……
之前抱过史莱姆的同学手上留下了很多黏糊糊的液体，一时间很难洗掉…
学员：真伤脑筋…
获得：苍曜石 x7 金曜石 x11 赤曜石 x4
纪录 8
和曾在琥珀之丘暴走的史莱姆们不同，虽然这里群聚的史莱姆数量异常多，却一个个显得无
精打采、萎靡不振，没有任何攻击性。
目前来看，有必要前往放眼望不到边的淡水湖对面继续调查——
（没有 P 或 T 学院学员）
（有 P 和 T 学院学员）
{没有 P 或 T 学院学员}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虽然效率不高，大家决定一点点沿湖前进调查。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9
放眼望去，淡水湖四周都或多或少地聚集着不少史莱姆。
学员：这可能是这辈子见过的最多的史莱姆了吧！
沿着湖面行走，似乎连抬脚都变得非常困难了…
……
……
……
看到史莱姆们惬意地躺着，感觉很享受的样子…大家都动力不足了…
学员：或说这真的算是异动吗？难道不是
啊…史莱姆们一个个眯着眼睛，张着嘴巴，微微喘着气，连上红嘟嘟的，像是我们平时泡温
泉的感觉一样…
学员：胡说，不要乱记录！
！
！
在部分组员的抗议下，报告暂时不再涉及史莱姆们的具体反应了（其实是嫉妒吧嫉妒！
）
……
……
……
沿湖前进中…
……
……
……
沿湖前进中…(似乎落脚点依然是个问题）
学员：小心啊，别踩到了…
……
……
……
沿湖前进中…（感觉像是大家以前在娱乐场玩过的跳桩游戏）
学员：啊，把人家踩扁了…罪过罪过…
……
……
……
沿湖前进中…
……
……
……
沿湖前进中…(已经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间…）
……
……
……
沿湖前进中…
……
……
……
沿湖前进中…
……

……
……
眼前已经接近湖对岸的森林区域了。
……
……
……
顺利到达湖对岸，似乎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库伊特岛一共有两片不同的森林地带，有必要继续穿越调查。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10
继续出发，向着森林方向！
与来时的方向不同，这里的森林区距离海岸线比较近。
学员：从资料上看，这里林区不大，应该能够很快完成全部行程，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陆陆续续倒伏在地上的史莱姆非常多，看来也是正拼着命往湖区爬行的。
令人在意的是：史莱姆的分布密度似乎和之前的森林有一些区别…
学员：或许是我们多心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大约到达了森林的中心地带，这里史莱姆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然而——
学员：为什么前方的史莱姆又渐渐多起来了呢？
难道说，有部分史莱姆是向着海水的方向前进的？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如同预料的一样，越往前走，史莱姆的数量越来越多，可以确认有部分正朝海面方向爬去。
学员：淡水史莱姆碰到海水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顺利离开了森林…
眼前的场景令人震惊——一片片的陆生史莱姆纷纷投海，却因无法承受海水的浓度渐渐变得
萎缩、直至死亡…
学员：为什么，明明会感觉到很疼，还不赶紧跑呢？
这样的状况令人深思…
（没有 S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同时有 S 学院和水属性学员）
{没有 S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
由于缺少对史莱姆更了解的组员，暂时无法做出任何合理的推断。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1
看来有必要对库伊特岛进行进一步调查！

学员：可爱的史莱姆们有我们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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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17 金曜石 x188 赤曜石 x6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同时有 S 学院和水属性学员}
只能基于现有的全部情报综合推断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11
史莱姆虽然构成不明，但也是集群生物，有自己的交流方式和小社会，出现集体自杀的情况
非常令人在意。
除非…是什么力量影响了它们对方向的判断力，产生了海水就是湖水的误解。
再加上自身早已处于失水的麻木状态，所以完全无法判断自己的状态，在浑浑噩噩中走向了
死亡…
以上是小组经过讨论后得出的关于当前状况的结论。
然而…问题的症结依然存在…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水源枯竭，又是什么导致了它们对方向的认知误区呢？
看来有必要对库伊特岛进行进一步调查！
学员：可爱的史莱姆们有我们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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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17 金曜石 x188 赤曜石 x6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有 P 和 T 学院学员}
经过讨论，小组中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踩着史莱姆搭成的浮桥前往湖对面！
学员：这样理论上能省很多时间，就是…真、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9
组长谨慎地迈出一小步，踩在离岸边最近的史莱姆身上——
学员：
（小声）如果遭到史莱姆们的全体攻击就很难脱身了…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
学员：
（小声）不会掉下去吧？
第一步上去——啊！踩实了！
脚下的史莱姆似乎没有任何反应，看来对方已经严重虚脱，对外界刺激完全失去了应激性。
学员：看来它们现在眼睛里只有水了，我们抓紧上吧！
第二个人小心翼翼地跟了，上去，史莱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接下来是第三个人…
……

……
……
全员顺利上桥，和预想的一样，一切非常顺利！
学员：嘘~~别惹到了它们…
……
……
……
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史莱姆们似乎完全不在意头上的负重。这座天然的浮桥上完美无缺~
……
……
……
经历了战战兢兢的阶段后，大家胆子越来越大，沿浮桥前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
……
……
越往湖心的方向，史莱姆数量越来越少，看来能游到这里的并不多。
学员：这些大概是最早逃过来的吧…史莱姆们意外得后知后觉啊！
糟糕！史莱姆组成的浮桥突然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有个笨蛋脚下的史莱姆突然激烈地反
抗了起来！
学员：小、小心！
被史莱姆掀翻到了湖里，该、该不会这里的史莱姆吸足了水分，已经恢复意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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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钧一发之际，总算站稳了…但是，危险，依然没有解除…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0
被史莱姆突然袭击的组员似乎短时间失去了意识，被扔了出去——
危险！大家紧急手拉手，拽住了她——千钧一发，差点出人命…
学员：呼…好险…
看来附近的史莱姆已经更趋向于野生的史莱姆，想要踩踏它们过河难度激增…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小组决定继续前行！！！
学员：一口气冲过去吧！
大家开始以最快的速度踩着史莱姆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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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有笨蛋速度跟不上，被甩下去了…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11

……
好险，幸亏大伙们早有准备…顺利拉住了…
……
大家急速奔跑着——感觉就像…
学员：游乐场的蹦床？
……
史莱姆们的反抗意识似乎越来越弱了，看来已经渐渐渡过危险期了…
学员：还不能掉以轻心，继续加速！
……
……
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湖对岸了…
学员：差、差不多可以喘一口气了…
湖对岸的情况似乎没有任何改善，同之前看到的如出一辙：密密麻麻的史莱姆们聚集在一起，
看起来非常可怕…
……
……
小组加快了步伐，顺利跨过史莱姆的浮桥，到达对岸。
学员：看来问题比想象中更加严重…
前方再穿过一小片森林区域就可以到达库伊特岛外围海岸。
虽然结果可能和来时别无二致，小组还是决定继续前进调查。
学员：只好先收集够资料，再判断局面了…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12
在原地喘了几口粗气后，小组决定继续前进！
与来时的方向不同，这里的森林区距离海岸线比较近。
学员：从资料上看，这里林区不大，应该能够很快完成全部行程，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陆陆续续倒伏在地上的史莱姆非常多，看来也是正拼着命往湖区爬行的。
令人在意的是：史莱姆的分布密度似乎和之前的森林有一些区别…
学员：或许是我们多心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大约到达了森林的中心地带，这里史莱姆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然而——
学员：为什么前方的史莱姆又渐渐多起来了呢？
难道说，有部分史莱姆是向着海水的方向前进的？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如同预料的一样，越往前走，史莱姆的数量越来越多，可以确认有部分正朝海面方向爬去。
学员：淡水史莱姆碰到海水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顺利离开了森林…

眼前的场景令人震惊——一片片的陆生史莱姆纷纷投海，却因无法承受海水的浓度渐渐变得
萎缩、直至死亡…
学员：为什么，明明会感觉到很疼，还不赶紧跑呢？
目前探索小组遭遇的状况令人深思…
（没有 S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同时有 S 学院和水属性学员）
{所有角色速度大于 60}
展示平时训练的成果的时候开始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1
……
呼~呼~~很久没有感觉这么累了…眼前面临的是最纯粹的体力活…
……
大家急速奔跑着——感觉就像…
学员：游乐场的蹦床？
……
史莱姆们的反抗意识似乎越来越弱了，看来已经渐渐渡过危险期了…
学员：还不能掉以轻心，继续加速！
……
……
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湖对岸了…
学员：差、差不多可以喘一口气了…
湖对岸的情况似乎没有任何改善，同之前看到的如出一辙：密密麻麻的史莱姆们聚集在一起，
看起来非常可怕…
……
……
小组加快了步伐，顺利跨过史莱姆的浮桥，到达对岸。
学员：看来问题比想象中更加严重…
前方再穿过一小片森林区域就可以到达库伊特岛外围海岸。
虽然结果可能和来时别无二致，小组还是决定继续前进调查。
学员：只好先收集够资料，再判断局面了…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2
在原地喘了几口粗气后，小组决定继续前进！
与来时的方向不同，这里的森林区距离海岸线比较近。
学员：从资料上看，这里林区不大，应该能够很快完成全部行程，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陆陆续续倒伏在地上的史莱姆非常多，看来也是正拼着命往湖区爬行的。
令人在意的是：史莱姆的分布密度似乎和之前的森林有一些区别…
学员：或许是我们多心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大约到达了森林的中心地带，这里史莱姆的数量已经非常稀少，然而——
学员：为什么前方的史莱姆又渐渐多起来了呢？
难道说，有部分史莱姆是向着海水的方向前进的？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如同预料的一样，越往前走，史莱姆的数量越来越多，可以确认有部分正朝海面方向爬去。
学员：淡水史莱姆碰到海水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顺利离开了森林…
眼前的场景令人震惊——一片片的陆生史莱姆纷纷投海，却因无法承受海水的浓度渐渐变得
萎缩、直至死亡…
学员：为什么，明明会感觉到很疼，还不赶紧跑呢？
目前探索小组遭遇的状况令人深思…
（没有 S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同时有 S 学院和水属性学员）
{没有 S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
由于缺少对史莱姆更了解的组员，暂时无法做出任何合理的推断。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3
看来有必要对库伊特岛进行进一步调查！
学员：可爱的史莱姆们有我们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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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17 金曜石 x188 赤曜石 x6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同时有 S 学院和水属性学员}
只能基于现有的全部情报综合推断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13
史莱姆虽然构成不明，但也是集群生物，有自己的交流方式和小社会，出现集体自杀的情况
非常令人在意。
除非…是什么力量影响了它们对方向的判断力，产生了海水就是湖水的误解。
再加上自身早已处于失水的麻木状态，所以完全无法判断自己的状态，在浑浑噩噩中走向了
死亡…
以上是小组经过讨论后得出的关于当前状况的结论。
然而…问题的症结依然存在…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水源枯竭，又是什么导致了它们对方向的认知误区呢？
看来有必要对库伊特岛进行进一步调查！
学员：可爱的史莱姆们有我们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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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78 金曜石 x125 赤曜石 x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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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想那么多了，情况十万火急，火速救援！
！！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10
被史莱姆突然袭击的组员似乎短时间失去了意识，顺着重力渐渐往湖底沉了下去…
危险！大家全部跳进了湖中，救人要紧！
学员：……
……
……
……
顺利救到了人，在魔法的加护、治疗下，对方已经苏醒。
库伊特淡水湖比较深，魔法加护支持不了多久，需要立即离开。
学员：等、等一下！
！
！
沿着某位同学手指的方向，注意到湖底某处似乎有一个奇怪的洞窟。
学员：好可疑啊…会不会和岛上正发生的异变有什么关系呢？
事发突然，又过于可疑，小组决定继续深入调查一下——一旦出现危险就立刻返回！
……
组长带头游进了洞窟内…
……
大伙们一个个跟着游了进去…
……
洞窟的尽头，能感受到很强魔力反应！！！
学员：说不定中奖了！
……
大家各自施展魔法顺利突破了魔力结界，成功进入洞窟内部的无水区域！
魔力场阻碍了顺着水压涌入的湖水，洞内非常开阔，像个密室一样！
学员：但是…这样的魔力场是谁设置的呢？
无水区域没有其他通路，只是一个密闭空间。
小组四散开来展开调查——
密室内四处雕刻着古老的刻纹，像是年代久远的壁画一样，但是很难解读究竟是什么东西。
虽然是潮湿的洞窟，却一点苔藓类植物都没有——看来魔法的结界完全屏蔽了湖水的涌入，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呢？
再往里走，啊——
学员：骸、骸骨！
！
！
！
！

空间的最深处，躺着一具骸骨——骨头颜色发黑面，并伴有依稀可见的瘴气让升，看起来应
该是曾经遭受过某种可怕的诅咒…
骸骨身上穿着不符合当下潮流的衣服款式，更像是……
学员：这个应该是海盗服吧…那么对方的身份应该也没得跑了……
从时间上推断他生活的时间点应该是比 50 年前 P.E.T.S.的大灾变还要久远的多…
学员：远古的海盗的葬身之所吗？从实体
……（气氛开始沉重起来，战战兢兢地靠过去调查）
骸骨身边散落着几页纸，页面发黄，看起来有一定的年头，但是什么字都没有写在里面…
在通过魔力调查确认了纸面不含有任何诅咒的情况下，大家依次拿起纸页开始传阅——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
（有 E 学院的学员）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
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纸上依然什么都不存在，看不出任何可疑的东西。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11
好可疑…
仔细看了好久，还是放弃了…只是几页简单的纸张而已…
获得：苍曜石 x10 金曜石 x16 赤曜石 x6
纪录 12
等等——似乎有人察觉到了什么…
忽然有人感觉到从骸骨的某处散发出来强大的魔力波动…
壮着胆子上去试一下吧！
学员：不会被诅咒了吧…
试着翻起了骸骨——
学员：对不起了…
什么都没有…
学员：很有可能在衣服里面…
开始尝试着给对方脱下衣服…
……
感觉周围的温度下降了很多…
……
大伙们一个个面如死灰…
……
衣服全部扒下来了…
学员：骸骨堆里没有特别的魔力反应…那么应该是在…
骸骨堆里没有反应，只好依次搜索衣服的各个内外口袋…
……
上衣外侧口袋——发现了一个老式的怀表，表针已经不动了，时间停留在——2：45 分，不
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
怀表并没有任何魔力的痕迹残留，看起来和异动无关。
学员：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价值…作为死者的遗物还是放回去吧…

衣服内侧魔力波动越发明显——
在内侧口袋里发现一个小护身符一样的挂坠，奇怪的是并没有戴在死者的脖子上。
口袋的另一侧是——符文石！
！
！
学员：原来魔力的波动源头是这个啊！
从魔力的波动程度可以感觉到这绝不是一般的魔力石，但是…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这个符文石的存在构成了这间密室吗？它又和发生在库伊特岛的异变有什么关系呢？
看来有必要将符文石带回去进行进一步调查！
以目前的情况看，这里的调查大概到此为止了…
学员：以他的年代来看，符文石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那会应该是 P.E.T.S.监管最严厉的时
期…
时间已经不早，小组决定沿原路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117 金曜石 x188 赤曜石 x6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有 E 学院的学员}
啊，某一页纸在某位学员手里突然浮现出了文字和图案！！
！
学员：什、什么！？为什么突然出现了字呢？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1
好可疑…
她又拿起其他纸页，字迹陆陆续续显示了出来…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2
书页上渐渐浮现出了字迹——
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但是…似乎是比较古老的象形文字，一时间很难解读…
部分文字看起来模糊不清，大概是由于处于湖底的密闭空间，受到长时间的侵蚀造成的吧…
古文字的解读大概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把它们暂时带回去了…
（没有水母、猫头鹰、六角恐龙）（有水母、猫头鹰、六角恐龙其中之一）
{没有水母、猫头鹰、六角恐龙}
小组决定先行返回。
获得：苍曜石 x20 金曜石 x32 赤曜石 x12
纪录 13
等等——似乎有人察觉到了什么…
忽然有人感觉到从骸骨的某处散发出来强大的魔力波动…
壮着胆子上去试一下吧！
学员：不会被诅咒了吧…
试着翻起了骸骨——
学员：对不起了…

什么都没有…
学员：很有可能在衣服里面…
开始尝试着给对方脱下衣服…
……
感觉周围的温度下降了很多…
……
大伙们一个个面如死灰…
……
衣服全部扒下来了…
学员：骸骨堆里没有特别的魔力反应…那么应该是在…
骸骨堆里没有反应，只好依次搜索衣服的各个内外口袋…
……
上衣外侧口袋——发现了一个老式的怀表，表针已经不动了，时间停留在——2：45 分，不
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
怀表并没有任何魔力的痕迹残留，看起来和异动无关。
学员：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价值…作为死者的遗物还是放回去吧…
衣服内侧魔力波动越发明显——
在内侧口袋里发现一个小护身符一样的挂坠，奇怪的是并没有戴在死者的脖子上。
口袋的另一侧是——符文石！
！
！
学员：原来魔力的波动源头是这个啊！
从魔力的波动程度可以感觉到这绝不是一般的魔力石，但是…它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这个符文石的存在构成了这间密室吗？它又和发生在库伊特岛的异变有什么关系呢？
看来有必要将符文石带回去进行进一步调查！
以目前的情况看，这里的调查大概到此为止了…
学员：以他的年代来看，符文石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那会应该是 P.E.T.S.监管最严厉的时
期…
时间已经不早，小组决定沿原路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78 金曜石 x125 赤曜石 x4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有水母、猫头鹰、六角恐龙其中之一}
似乎组内有人能临时解读一部分——
获得：苍曜石 x39 金曜石 x63 赤曜石 x23
纪录 13
“我们被骗了…被阿特拉斯欺骗了…”
学员：阿特拉斯…应该是一个人名吧…
看文风似乎是他最后的遗言之类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隐藏的这么深呢？
“如果…哪天…看到了……一定…复仇！
！！”
学员：呼…似乎是想要留给同伴们的，大概，史莱姆体液显示文字的秘密也是他们之间的约
定吧。
似乎古老的纸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故事…
“…死之前…我会…一切…”

学员：果然是最后的遗言…
…解读工作似乎陷入了僵局，越往后面的文字越发古老。
“…是骗人的…苍蓝之溟…”
学员：什么！？苍蓝之溟不是碧蓝之都的力量之源吗？
“……”
“…一个骗局…我们要…”
学员：他似乎被什么人欺骗了，那么一定是阿特拉斯没错了！
“……”
“…团结…在一起…”
学员：我猜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姑且这么说，产生了分裂？
“……”
“复仇！复仇！复仇…”
学员：果然，是对阿特拉斯吗？
“……”
“魔女…阿特拉斯…”
学员：魔女！
！
！
“……”
剩下的文字短时间内大概无法解读了，但“魔女”的字眼始终非常让人在意…
学员：魔女…真是一个不详的名字啊…
以目前的情况看，这里的调查大概到此为止了…
目前库伊特岛的异动原因暂未解明，这里的骸骨及其周围的魔力波动也十分令人在意…
二者或许有什么联系？又或许只是单纯的偶然？
学员：从年代上看似乎很难把他们联系起来…但是魔女的称呼又不得不令人深思…
总之，调查组的结论是：对库伊特岛的调查仍有必要继续推行下去！
时间已经不早，小组决定沿原路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苍曜石 x78 金曜石 x125 赤曜石 x4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310 金曜石 x500 赤曜石 x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