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 纯白都市探访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苍缪雪原最大的聚居地：纯白都市。 

据报告称，最近苍缪雪原一带时不时会有谜一样的神隐事件发生。 

神隐者失踪若干天后会突然面无血色地躺在自己家门口。 

然而，当事人却完全不记得自己的经历，仿佛时间线发生了跳跃一样，完全感受不到曾经发

生过什么。 

一时间各种奇怪的传闻萦绕着苍缪雪原各个城镇、村落，恐慌感越来越浓重了。 

飞空艇已经接近了纯白都市，现在开始着陆。 

飞空艇着陆中… 

飞空艇着陆中… 

飞空艇着陆中… 

顺利着陆，准备进入都市。开始讨论调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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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前往城南打听情报。 

获得：苍曜石 x10 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24 

 

纪录 2 

根据报告显示，城南的神隐遇害者共计两人，分别是杜克老爹和柳月小姐。 

小组决定按照顺序依次拜访… 

首先是杜克老爹——杜克老爹是这一带又名的醉鬼，几乎每天都在宿醉之后躺在自家门口扯

呼。 

学员：连这样的人都会神隐吗？抓他究竟有什么意义啊？难道陪自己喝酒吗？ 

虽然感觉各种违和，无论如何，只有登门拜访后才能进一步得知真相了。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果不其然…对方正无所事事地躺在大门口，一身酒味。 

学员：我赌一个 P.E.T.S.币，制造神隐的家伙绝对后悔了 

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想办法把他唤醒了——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没有办法，只好动用魔法为他强行治疗醒酒了。 

学员：这个时候用水魔法泼他一头冷水是不是更合适呢？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纪录 3 

…… 

…… 

…… 

经历了好一番折腾，总算让他活了过来。开始搜集线索—— 

学员：真衰… 

根据杜克老爹的陈述—— 

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神隐的存在，所有关于神隐的说法都是来自周围的人——连续好几

天，大概是三天时间吧，大家都没有看到出没在“熟悉”的地方。 

小组又四下打听了一番，大家最后一次看到他的陈述总结起来大概是——当时他安安静静地

躺在门口，身上没有一点酒味，甚至连熟悉的呼噜声都没有，还以为他被冻死了。 

学员：只能说大家都是好心人，这样的家伙都有人愿意注意… 

从杜克老爹那里能扒出来的情报大概只有这些了。 

接下来是柳月小姐——独身居住在本地的年轻姑娘，目前正在经营一家面包店。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柳月小姐是在家中突然神隐的。因为毫无心理准备，面包房突然停开了几天，当她在屋子内

再度醒来时很多面包已经出现了发霉的征兆。从发霉的程度看应该是 3 天左右。 



学员：看来损失不小啊…… 

另外，根据对她的邻居们的询问，面包房停开期间大家确实也曾怀疑并敲门询问。最后由于

主人是单身女孩，不便过度追问，因此作罢。 

学员：所以说…神隐出现在屋子里？ 

 

（没有 T 学院学员）（有 T 学院学员） 

 

{存在水属性学员} 

发动水魔法，狠狠地对着他泼了一头冷水。 

获得：苍曜石 x10 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24 

 

纪录 3 

…… 

…… 

…… 

经历了好一番折腾，总算让他活了过来。开始搜集线索—— 

学员：真衰… 

根据杜克老爹的陈述—— 

他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神隐的存在，所有关于神隐的说法都是来自周围的人——连续好几

天，大概是三天时间吧，大家都没有看到出没在“熟悉”的地方。 

小组又四下打听了一番，大家最后一次看到他的陈述总结起来大概是——当时他安安静静地

躺在门口，身上没有一点酒味，甚至连熟悉的呼噜声都没有，还以为他被冻死了。 

学员：只能说大家都是好心人，这样的家伙都有人愿意注意… 

从杜克老爹那里能扒出来的情报大概只有这些了。 

接下来是柳月小姐——独身居住在本地的年轻姑娘，目前正在经营一家面包店。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柳月小姐是在家中突然神隐的。因为毫无心理准备，面包房突然停开了几天，当她在屋子内

再度醒来时很多面包已经出现了发霉的征兆。从发霉的程度看应该是 3 天左右。 

学员：看来损失不小啊…… 

另外，根据对她的邻居们的询问，面包房停开期间大家确实也曾怀疑并敲门询问。最后由于

主人是单身女孩，不便过度追问，因此作罢。 

学员：所以说…神隐出现在屋子里？ 

 

（没有 T 学院学员）（有 T 学院学员） 

 

{没有 T 学院学员} 

目前来看应该是神隐无误了。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纪录 4 

由于神隐的说法不只存在于纯白都市一个地方，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覆盖整个苍缪雪原的恐

怖怪谈了。其中哪怕是偶然出现的类神隐现象都有可能被归为神隐。 



目前收集的情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所有神隐者的共性是什么呢？ 

 

（没有 P 学院学员）（有 P 学院学员） 

 

{有 T 学院学员} 

从大家的供述来看，并不确定柳月小姐当时是否真的神隐了。依然存在单纯昏迷在屋子里的

情况。 

学员：但是…怎么想都是神隐吧？ 

获得：苍曜石 x10 黑曜石 x33 翠曜石 x24 

 

纪录 4 

由于神隐的说法不只存在于纯白都市一个地方，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覆盖整个苍缪雪原的恐

怖怪谈了。其中哪怕是偶然出现的类神隐现象都有可能被归为神隐。 

目前收集的情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所有神隐者的共性是什么呢？ 

 

（没有 P 学院学员）（有 P 学院学员） 

 

{没有 P 学院学员} 

似乎也没看出来什么。 

获得：苍曜石 x3 黑曜石 x9 翠曜石 x6 

 

纪录 5 

神隐制造者是否有明确的狩猎域呢？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有 P 学院学员} 

没有小孩子，全部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纪录 5 

神隐制造者是否有明确的狩猎域呢？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似乎也没看出来什么。 

获得：苍曜石 x3 黑曜石 x9 翠曜石 x6 

 

纪录 6 

目前为止最大的疑点是什么呢？ 

 



（最高等级不高于 70 级）（最高等级高于 70 级） 

 

{存在三年级学员} 

男女都有，恐怕并不是针对单一性别的狩猎行为。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纪录 6 

目前为止最大的疑点是什么呢？ 

 

（最高等级不高于 70 级）（最高等级高于 70 级） 

 

{最高等级不高于 70 级} 

似乎也没有什么疑点，神隐就是神隐咯~ 

获得：苍曜石 x3 黑曜石 x9 翠曜石 x6 

 

纪录 7 

另外，最关键的一点，组长开始最后的总结—— 

 

（组长等级小于 70）（组长等级不小于 70） 

 

{最高等级高于 70 级} 

所有的神隐都只是最亲近的人或自身的后知后觉，并没有第三者目击，完全不知道神隐的详

细情境，所有的证据及目击情报都没有决定性的东西。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纪录 7 

另外，最关键的一点，组长开始最后的总结—— 

 

（组长等级小于 70）（组长等级不小于 70） 

 

{组长等级小于 70} 

虽然这么说，其实也没什么关键的东西吧。 

学员：（心情复杂…） 

目前收集到的情报就是这些。希望学校档案部能够对所有遭遇神隐的人进行进一步的针对性

调查，找出共同的突破点。 

学员：希望不是无规律犯罪吧…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调查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 黑曜石 x9 翠曜石 x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60 黑曜石 x195 翠曜石 x143 

 

{组长等级不小于 70} 

所有的神隐全部都是三天。 

目前收集到的情报就是这些。希望学校档案部能够对所有遭遇神隐的人进行进一步的针对性



调查，找出共同的突破点。 

学员：希望不是无规律犯罪吧…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调查完毕！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60 黑曜石 x195 翠曜石 x143 

 

{组长幸运不小于 A 或为安哥拉兔} 

正面。优先前往城北打听情报。 

获得：苍曜石 x20 黑曜石 x65 翠曜石 x48 

 

纪录 2 

根据报告显示，城北的神隐遇害者共计三人，分别是李老爷子、杏子夫人以及青年西维亚。 

小组决定按照顺序依次拜访… 

首先是李老爷子——一个倔强的像块石头的家伙，想从他嘴里翘出一个字比杀了他都难。 

学员：据说他常年被顽疾困扰，腰痛总是治不好。因此脾气也跟着变得异常诡异，是这一带

有名的怪人。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学员：…… 

前往拜访中… 

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难缠 

学员：对付这种人只能设法让他重新感受到生活中的“爱”了。 

 

（没有 E 学院学员）（有 E 学院学员） 

 

{没有 E 学院学员} 

没有办法沟通，小组决定放弃。 

获得：苍曜石 x4 黑曜石 x11 翠曜石 x8 

 

纪录 3 

接下来是杏子夫人——本地某富商的太太。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关于神隐，杏子夫人本人不置可否。据她先生说，她是在某一天突然不见的，家里为了不扩

大负面影响，派家丁进行了好几日的搜索。没想到三天后处于昏迷状态的她居然自己出现在

了房间里… 

 

（没有 T 学院学员）（有 T 学院学员） 

 

{有 E 学院学员} 

据说他是某一天睡着的时候突然神隐的，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由于神隐前一天在附

近的杂货店定了货物，此后连续三天都有送货员来敲门，直到第三天的时候他才被惊醒并开



门。此后才意识到自己神隐了的事实。由于他睡觉一向很轻，不存在连续睡三天叫不醒的情

况。 

学员：没有出门就发生了神隐吗…总感觉哪里不对… 

获得：苍曜石 x7 黑曜石 x22 翠曜石 x16 

 

纪录 3 

接下来是杏子夫人——本地某富商的太太。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关于神隐，杏子夫人本人不置可否。据她先生说，她是在某一天突然不见的，家里为了不扩

大负面影响，派家丁进行了好几日的搜索。没想到三天后处于昏迷状态的她居然自己出现在

了房间里… 

 

（没有 T 学院学员）（有 T 学院学员） 

 

{没有 T 学院学员} 

为了不拖累生意，连自己夫人神隐了都默不作声地忍好几天吗？ 

获得：苍曜石 x4 黑曜石 x11 翠曜石 x8 

 

纪录 4 

最后收到神隐报告的是住在城北的青年西维亚。 

据说西维亚是几个月前才来到纯白都市的，之前属于四处漂泊行踪不定的旅行家。 

学员：这种人神隐也会有人注意到吗？真是搞不懂… 

无论如何，只有登门拜访后才能进一步得知真相了。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西维亚的神隐地点在城市外的苍银之森一带。据说，曾在某时刻突然失去了知觉的他，最初

以及最后出现的地点都是那里。 

由于神隐当天他曾在纯白都市的某小店购买的便捷食品已经过期，他才察觉到自己大概有三

天的时间失去了知觉。 

学员：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某些孤身行动的人恐怕都注意不到自己神隐的事实吧…也就是说，

神隐受害者只多不少。 

遗憾的是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没有 S 学院学员）（有 S 学院学员） 

 

{有 T 学院学员} 

看来目击情报并不完备，最关键的信息依然没有获得… 

学员：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获得：苍曜石 x7 黑曜石 x22 翠曜石 x16 

 

纪录 4 



最后收到神隐报告的是住在城北的青年西维亚。 

据说西维亚是几个月前才来到纯白都市的，之前属于四处漂泊行踪不定的旅行家。 

学员：这种人神隐也会有人注意到吗？真是搞不懂… 

无论如何，只有登门拜访后才能进一步得知真相了。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前往拜访中… 

西维亚的神隐地点在城市外的苍银之森一带。据说，曾在某时刻突然失去了知觉的他，最初

以及最后出现的地点都是那里。 

由于神隐当天他曾在纯白都市的某小店购买的便捷食品已经过期，他才察觉到自己大概有三

天的时间失去了知觉。 

学员：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某些孤身行动的人恐怕都注意不到自己神隐的事实吧…也就是说，

神隐受害者只多不少。 

遗憾的是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连他自己都不清楚。 

 

（没有 S 学院学员）（有 S 学院学员） 

 

{没有 S 学院学员} 

并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收获… 

获得：苍曜石 x4 黑曜石 x11 翠曜石 x8 

 

纪录 5 

由于神隐的说法不只存在于纯白都市一个地方，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覆盖整个苍缪雪原的恐

怖怪谈了。其中哪怕是偶然出现的类神隐现象都有可能被归为神隐。 

目前收集的情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所有神隐者的共性是什么呢？ 

 

（没有 P 学院学员）（有 P 学院学员） 

 

{有 S 学院学员} 

已经向当时的店家确认过，西维亚的陈述不假。但是…麻烦看起来反而更多了… 

获得：苍曜石 x7 黑曜石 x22 翠曜石 x16 

 

纪录 5 

由于神隐的说法不只存在于纯白都市一个地方，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覆盖整个苍缪雪原的恐

怖怪谈了。其中哪怕是偶然出现的类神隐现象都有可能被归为神隐。 

目前收集的情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所有神隐者的共性是什么呢？ 

 

（没有 P 学院学员）（有 P 学院学员） 

 

{没有 P 学院学员} 

似乎也没看出来什么。 

获得：苍曜石 x3 黑曜石 x9 翠曜石 x6 



 

纪录 6 

神隐制造者是否有明确的狩猎域呢？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有 P 学院学员} 

没有小孩子，全部是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纪录 6 

神隐制造者是否有明确的狩猎域呢？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似乎也没看出来什么。 

获得：苍曜石 x3 黑曜石 x9 翠曜石 x6 

 

纪录 7 

目前为止最大的疑点是什么呢？ 

 

（最高等级不高于 70 级）（最高等级高于 70 级） 

 

{存在三年级学员} 

男女都有，恐怕并不是针对单一性别的狩猎行为。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纪录 7 

目前为止最大的疑点是什么呢？ 

 

（最高等级不高于 70 级）（最高等级高于 70 级） 

 

{最高等级不高于 70 级} 

似乎也没有什么疑点，神隐就是神隐咯~ 

获得：苍曜石 x3 黑曜石 x9 翠曜石 x6 

 

纪录 8 

另外，最关键的一点，组长开始最后的总结—— 

 

（组长等级小于 70）（组长等级不小于 70） 

 

{最高等级高于 70 级} 

所有的神隐都只是最亲近的人或自身的后知后觉，并没有第三者目击，完全不知道神隐的详



细情境，所有的证据及目击情报都没有决定性的东西。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纪录 8 

另外，最关键的一点，组长开始最后的总结—— 

 

（组长等级小于 70）（组长等级不小于 70） 

 

{组长等级小于 70} 

虽然这么说，其实也没什么关键的东西吧。 

学员：（心情复杂…） 

目前收集到的情报就是这些。希望学校档案部能够对所有遭遇神隐的人进行进一步的针对性

调查，找出共同的突破点。 

学员：希望不是无规律犯罪吧…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调查完毕！ 

获得：苍曜石 x3 黑曜石 x9 翠曜石 x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60 黑曜石 x195 翠曜石 x143 

 

{组长等级不小于 70} 

所有的神隐全部都是三天。 

目前收集到的情报就是这些。希望学校档案部能够对所有遭遇神隐的人进行进一步的针对性

调查，找出共同的突破点。 

学员：希望不是无规律犯罪吧…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调查完毕！ 

获得：苍曜石 x5 黑曜石 x17 翠曜石 x12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苍曜石 x60 黑曜石 x195 翠曜石 x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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