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苍银之森调查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苍缪雪原东部的回音山谷——苍银之森所在的地方。
最近苍缪雪原已经发生了十数起奇异的神隐事件。神隐怪谈一传十十传百，已经引起了阵阵
恐慌。
学员：
（冷漠）什么时候 P.E.T.S.也有类似的传说就有意思了…
神隐的地点大多发生在当事人所在的村庄、城镇，另外还有某个地方——苍银之森。
目前神隐的始作俑者很难定位，有必要在苍银之森做进一步的调查。
飞空艇前行中…
飞空艇前行中…
飞空艇前行中…
已经到达回音山谷上方，开始着陆。
学员：总感觉这一趟阴森森的…
飞空艇着陆中…
飞空艇着陆中…
飞空艇着陆中…
顺利着陆，开始讨论调查方向。
组长取出一枚 P.E.T.S.币扔向了天空——
（组长等级小于 70）
（组长等级不小于 70）
{组长等级小于 70}
反面。优先森林里搜查。
获得：赤曜石 x29 金曜石 x11 翠曜石 x19

纪录 2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到达森林外围。
从外面看，这里的地貌格外有趣——
地表没有任何的积雪，但树枝上却凝结着一片一片厚厚的冰晶。
学员：也难怪被称为苍银之森了。
很难想象，这样的地方会发生神隐事件。小组开始继续深入调查。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某持正聚集着一小群史莱姆。与一般的雪地不同，喜热的史莱姆们看起来格外有精神，
一蹦一跳的。
学员：如果真的有什么妖怪制造神隐，史莱姆们会不会是目击证人呢？
（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有心情低于 70 的角色）
{没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似乎没什么人感兴趣，大家决定无视它们绕开走。
学员：史莱姆已经见怪不怪了…今天没什么心情搭理它们。
获得：赤曜石 x29 金曜石 x11 翠曜石 x19
纪录 3
即使是叫苍银之森，这里的地貌依然很令人在意——
地表没有任何积雪很显然是由于土质本身过热，但过热的土质又没有丝毫影响到在数间凝结
的冰凌。
学员：就仿佛…有什么力量把二者分开了一样，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几只史莱姆看到我们突然蹦蹦跳跳地逃走了，大概是吓到它们了吧…
不知为何，今天的史莱姆们看起来格外闹腾。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纪录 4
大家决定暂时不理会这里的史莱姆们，继续向森林深处调查。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预定的道路已经走过了一半了，目前并没看发现任何与神隐相关的疑似情报。
根据校务部提供的已知线索，一名叫西维亚的青年曾经在森林中部，大约山谷回凹处临近圆

心的地方遭遇了神隐事件。
小组加快了步伐，事发点已经离此不远了。
学员：据说前往纯白都市的调查小组进展艰难，希望我们不要空手而归。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到达目标地点。
学员：乍一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吗？
从表面上看这里和森林中其他地方别无二致。
小组开始四散搜索情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由于时隔多日，目前可以收集到情报极为有限。
学员：感觉还是不要抱太大的期待为好。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地理环境略为特殊。
这里地处回音山谷。顾名思义，只要大声说话就会产生非常厚重的回声。天然的构造就可以
使声音呈一定幅度的放大或回响。
但是很遗憾…目前来看这个情报与神隐没什么关系。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前方的空地上有一块非常大的石头，从轮廓上看和此地的泥土格格不入，十分诡异。
学员：究竟是什么呢？
已经有点累了，大家决定在这块石头上坐一会休息一下。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纪录 5
啊啊啊啊啊啊啊！
！
！
！
！
！
！
！石头突然动起来了！！
！！！
！
学员：啊啊啊啊啊啊啊！
！
！
！
！
！
！
！
屁股下面的石头突然蹦了起来——想不到这里居然有这么大的石头怪！！
！
石头怪愤怒地敲打着肚子咆哮着——声音响彻了山谷，弥漫在树林间。
甚至感觉树上的冰霜都被震落了不少。
学员：呜…这种局面还是先撤退吧…
对方的气场非常恐怖…这种时候——
等、等一下！突然间好像想到了什么？
（没有 T 学院学员）
（有 T 学院学员）
{有心情不低于 70 的角色}
大家似乎被它们的可爱样子吸引住了，悄悄地踱着步向着它们一点一点地走了过去…

学员：看起来好可爱啊，不如来个摸头杀吧！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纪录 3
糟糕，史莱姆们似乎受到了惊吓，开始向着远处逃跑。
正中下怀！既然天然的导游开动了，小组也就不推辞跟着它们一起动了起来。
学员：只有当地的主人才会对当地的一切最敏感，跟着它们走一定没有错的！
追逐史莱姆中…
追逐史莱姆中…
追逐史莱姆中…
史莱姆们越跑越快，步伐中一点慌乱的迹象都没有。看起来是急着在往老巢走。
学员：好、好快啊！
（最高速度不高于 90）
（最高速度高于 90）
{最高速度不高于 90}
太、太快了，完全跟不上去啊…
获得：赤曜石 x29 金曜石 x11 翠曜石 x19
纪录 4
大家决定暂时不理会这里的史莱姆们，继续向森林深处调查。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预定的道路已经走过了一半了，目前并没看发现任何与神隐相关的疑似情报。
根据校务部提供的已知线索，一名叫西维亚的青年曾经在森林中部，大约山谷回凹处临近圆
心的地方遭遇了神隐事件。
小组加快了步伐，事发点已经离此不远了。
学员：据说前往纯白都市的调查小组进展艰难，希望我们不要空手而归。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到达目标地点。
学员：乍一看也没什么特别的吗？
从表面上看这里和森林中其他地方别无二致。
小组开始四散搜索情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由于时隔多日，目前可以收集到情报极为有限。
学员：感觉还是不要抱太大的期待为好。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地理环境略为特殊。
这里地处回音山谷。顾名思义，只要大声说话就会产生非常厚重的回声。天然的构造就可以
使声音呈一定幅度的放大或回响。
但是很遗憾…目前来看这个情报与神隐没什么关系。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前方的空地上有一块非常大的石头，从轮廓上看和此地的泥土格格不入，十分诡异。
学员：究竟是什么呢？
已经有点累了，大家决定在这块石头上坐一会休息一下。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纪录 5
啊啊啊啊啊啊啊！
！
！
！
！
！
！
！石头突然动起来了！！
！！！
！
学员：啊啊啊啊啊啊啊！
！
！
！
！
！
！
！
屁股下面的石头突然蹦了起来——想不到这里居然有这么大的石头怪！！
！
石头怪愤怒地敲打着肚子咆哮着——声音响彻了山谷，弥漫在树林间。
甚至感觉树上的冰霜都被震落了不少。
学员：呜…这种局面还是先撤退吧…
对方的气场非常恐怖…这种时候——
等、等一下！突然间好像想到了什么？
（没有 T 学院学员）
（有 T 学院学员）
{没有 T 学院学员}
灵感一闪而过，什么都不剩下了…
学员：还、还是快走吧！
现在——来不及思考那么多了！
！
！
石头怪的拳头挥舞过来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逃命！
本次调查到、此、为、止——报告完毕！
获得：赤曜石 x29 金曜石 x11 翠曜石 x1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赤曜石 x283 金曜石 x110 翠曜石 x185
{有 T 学院学员}
想不到这里对声音的放大效果这么强烈。既然如此的话——如果神隐发生时西维亚做出过什
么反抗的话（虽然他已经不记得了）
，附近的居民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的。
学员：对啊！只要跟霜降村的居民确认神隐的情况，一切就都明了了！
现在——来不及思考那么多了！
！
！
石头怪的拳头挥舞过来了！现在的首要任务是逃命！
本次调查到、此、为、止——报告完毕！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赤曜石 x283 金曜石 x110 翠曜石 x185
{最高速度高于 90}
太好了！好赖有人追上了它们的脚步，没有跟丢。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纪录 4
追逐史莱姆中…
追逐史莱姆中…
追逐史莱姆中…
啊！史莱姆们突然窜进了林间某条小道，一瞬间从眼前消失不见了。
学员：这条小道，会不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既然已经追到这里了，只好继续前进探索了！
林间小道格外狭窄，前进十分困难。大家踮着脚尖，尝试着一点点从树缝里抹进去…
……
啊！怎么回事？！突然脚下一滑，大家伙失去了平衡，陷了下去——
学员：啊啊啊啊啊！
！
！
！
！
……
……
……
终于恢复了意识…猛地抬起头来，发现已经到达了地下深处的某个地方。
学员：这、这里是？
和我外面不同，四周给人暖暖的感觉。旁边，是缓缓流动的地下河流，水中正热腾腾地冒着
气。
学员：这里居然有温泉？
史莱姆们正在水中嬉戏，丝毫不理会我们的乱入。看起来之前只是和我们玩捉迷藏，想要把
我们带到这里来而已。
学员：居然被摆了一道。不过，它们应该更喜欢这里吧。
四周近似一个封闭的大空洞，只有温暖的水流通过狭小的洞孔流进流出。
小组决定四散调查一下，希望这里能找到与“神隐”相关的情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流水的来源和去向都无法推测，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水和琥珀之丘的温泉截然不同，不
具备任何治疗效果。
令人格外在意的是——河水被加热过的痕迹十分明显。就连我们现在脚下的地面，都比外面
的温度要高很多。
学员：明明外面那么冷，这里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地热呢？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整个坑洞里，都可以感觉到极为微弱的魔力反应，这种反应很可能来自地下更深处，但是无
法断言。
学员：Noah 大陆的地下遗迹发生什么也见怪不怪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地下遗迹存在魔力反应不足为奇，或许只是我们多心了吧…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史莱姆们依然在开开心心地嬉戏，看起来很喜欢这里。
学员：这个时候真想变成一只史莱姆啊…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能和神隐挂钩的直接线索，或许来到这里只是单纯的偶然吧。
鉴于无论如何无法再推进调查，接下来大家决定一起享受一下这里的美好时光。
哦，不对！其实是和史莱姆们套套近乎，说不定能够从它们那里得到什么不同寻常的情报呢！
本次调查到此为止——报告完毕！
获得：赤曜石 x113 金曜石 x44 翠曜石 x74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赤曜石 x283 金曜石 x110 翠曜石 x185
{组长等级不小于 70}
正面。优先前往森林附近的霜降村打听情报。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纪录 2
霜降村位于苍银之森东北部，山谷的角落，临近河边，是一座幽静的小村庄。
印象中，那里的村民们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生活上完全自给自足，很少与外界交流。
学员：从某种意义上讲，和莫卡尼沼泽的盗贼之里有一些相似性呢。
这样的村庄里诞生出什么奇怪的家伙…也很难说不可能。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村庄已经出现在了眼前——风雪中，冉冉升起了袅袅炊烟，看起来非常有生活气息。
学员：这么祥和的小村庄，真的有可能存在神隐之类的怪物吗？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到达村门口。不仅没有看门人，甚至连个路牌都找不到…
学员：真是天然啊…
小组开始四散打听情报。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村里人似乎信奉着名为“雪巫女”的神明，但是“雪巫女”究竟是什么却众说纷纭…
学员：总感觉很奇怪啊…
（没有 P 学院学员）
（有 P 学院学员）
{没有 P 学院学员}
总感觉获得了好不相关的情报。

获得：赤曜石 x29 金曜石 x11 翠曜石 x19
纪录 3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虽然有报告成苍银之森发生过神隐事件，这里的村民们似乎全然不知“神隐”的情况。
学员：感觉像是被泼了一头冷水的样子。
（没有 E 学院学员）
（有 E 学院学员）
{有 P 学院学员}
“雪巫女”会不会和神隐有所关联呢？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纪录 3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虽然有报告成苍银之森发生过神隐事件，这里的村民们似乎全然不知“神隐”的情况。
学员：感觉像是被泼了一头冷水的样子。
（没有 E 学院学员）（有 E 学院学员）
{没有 E 学院学员}
是该庆幸民风淳朴吗？
获得：赤曜石 x29 金曜石 x11 翠曜石 x19
纪录 4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每当提及“神隐”，他们似乎都面露怪色。这和他们的信仰“雪巫女”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 T 学院学员）
（有 T 学院学员）
{有 E 学院学员}
该不会他们在“刻意”隐瞒着什么吗？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纪录 4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每当提及“神隐”，他们似乎都面露怪色。这和他们的信仰“雪巫女”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 T 学院学员）
（有 T 学院学员）
{没有 T 学院学员}
搞不懂…到总觉得他们隐瞒了什么…
获得：赤曜石 x29 金曜石 x11 翠曜石 x19
纪录 5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另外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这个小村庄几乎没有外来人会留住咋这里，所有的村民都来自
同一个种族——雪鹀。
根据情报， 目前苍缪雪原所有的神隐现象都是针对雪鹀一族的人。虽然这只是 P.E.T.S.的内
部结论…
（没有 S 学院学员）
（有 S 学院学员）
{有 T 学院学员}
感觉要仔细了解“雪巫女”的传说才能解开一切的谜团了。
学员：说不定是什么恐怖的故事…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纪录 5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另外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这个小村庄几乎没有外来人会留住咋这里，所有的村民都来自
同一个种族——雪鹀。
根据情报， 目前苍缪雪原所有的神隐现象都是针对雪鹀一族的人。虽然这只是 P.E.T.S.的内
部结论…
（没有 S 学院学员）
（有 S 学院学员）
{没有 S 学院学员}
说不定他们是被“诅咒”的一族呢…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目前取得的有价值的情报大体如上。另外，可以确定的是，自首起神隐事件发生以来，小村
并没有任何造访者。
迷一样的小村庄、奇异的雪鹀族以及“雪巫女”的信仰…目前来看需要调查的还有很多很多。
总感觉，已经渐渐深入问题的核心了。

学员：——又或者说，所谓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赤曜石 x29 金曜石 x11 翠曜石 x1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赤曜石 x283 金曜石 x110 翠曜石 x185
{有 S 学院学员}
为什么只有这个村庄之外的雪鹀族人会神隐呢？
学员：感觉已经越来越接近答案了。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四散打探中…
目前取得的有价值的情报大体如上。另外，可以确定的是，自首起神隐事件发生以来，小村
并没有任何造访者。
迷一样的小村庄、奇异的雪鹀族以及“雪巫女”的信仰…目前来看需要调查的还有很多很多。
总感觉，已经渐渐深入问题的核心了。
学员：——又或者说，所谓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赤曜石 x57 金曜石 x22 翠曜石 x37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赤曜石 x283 金曜石 x110 翠曜石 x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