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 风雪迷宫寻踪西方入口 

 

 

纪录 1 

小组整装出发，开始执行巡逻任务！ 

目标——苍缪雪原最东面，被称为风雪迷宫的神秘古迹的地下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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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调查组已经对整个雪原的几乎全部地带进行了地毯式搜索，然而调查始终没有任何进

展。 

据最新情报显示，与神隐息息相关的雪鹀一族同厄洛斯大人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 

虽然风雪迷宫是苍缪雪原的禁忌之地——厄洛斯大人长眠的地方，看来也非调查不可了。 

已知有四个方向可以进入那里——迷宫的北方、西北方以及西方的地下甬道以及从天空直

达。 

由于乘飞空艇直达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迷宫守卫者），小组选择步行前往。 

小组此次的行程路线为迷宫西方的地下甬道——迷宫正门——迷宫内部。 

飞空艇已经接近目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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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开始！ 

通往风雪迷宫的地下通道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传承。 

学员：据说厄洛斯大人在世的时候就有这条通道了。 

传说，通往风雪迷宫的三条地下隧道原本是山间隧道。历经了千年的时光洗涤和地质变更，

“山”已经成了河流，隧道沉入了地下。 

学员：真是神奇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未知的秘密啊。 



那么，原本的“山”这边和“山”那边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恐怕只有留给考古和神话学者们去研

究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隧道里一路画着长长的壁画，像是在给我们诉说一个很悠久很悠久的故事。 

这里的内容似乎是在讲某种古老的仪式。 

学员：总感觉瘆乎乎的…该不会对祖先们造成了不敬吧…罪过…罪过… 

在古老的祭坛边，一位巫女正在虔心祈祷。 

学员：这位巫女姐姐好美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祭坛位于某个山谷内，除了巫女之外其他人都在山谷外面焦急地等待着。 

学员：大家都很虔诚啊… 

日月交替，昼夜轮换…仪式依然在继续着… 

学员：仪式居然进行了这么久。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按照画面上的昼夜交替来看，时间已经经过了三天三夜。 

画面的最后，巫女的身影消失了。留在原地的是一尊晶莹剔透的冰雕。 

学员：仪式究竟成功了没有呢？还有…巫女最后消失了吗？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顺利穿出隧道，到达迷宫正门。 

和印象中一样，在我们推动大门的瞬间，入口右侧挂钟的指针开始走动了起来。 

在风雪迷宫中必须想办法不断前进。一旦在某区域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迷宫的规定，就会被强

行传送回到迷宫入口处。 

学员：一想到要探索这里就感觉头皮发麻… 

其原因始终不可考，大概是厄洛斯大人的某种深意吧。 

现在顾不得这些了，大家给自己鼓了鼓劲，开始进入迷宫探索。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2 

如同想象中的一样，进入大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无尽的弯弯曲曲… 

学员：呼…开始把…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迷宫中的道路非常曲折，一不留神就走入了死路… 

学员：呜…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方向的辨识对于 P.E.T.S.的行动小组来讲并不是太大的难事，从曲折的迷宫中找到出口只是

时间问题。 

学员：终于到了灵活运用课堂知识的时候了。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按照经验，现在我们应该已经走到了正确的通路上，大概离出口不远了。 

学员：迷宫内的微弱的风声、光线的变化、魔力释放的回弹感知以及脚步声的回音等都是判

断前进道路的重要标准。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前方是一个看似出口的房间门，目测后面会是一个很大的房间。 

大家一一通过房间门，进入房间。 

进入房间的瞬间，身后传来了“通”的一声——房间门似乎被一块厚重的冰砖封住了。 

学员：没有回头路了吗？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3 

房间内看起来空荡荡的，没有发现任何可成为出口的地方。 

学员：该不会走错了吧？不对…这里应该是唯一的通路。 

正前方的墙壁上立着一个诡异的巨型冰棺，看上去阴森森的。 

学员：似乎不太像是单纯的装饰吧。总感觉会发生什么… 

右侧的墙壁前，摆放着一尊奇异的冰雕，姿态十分优雅。 

学员：总感觉这里的装饰品味有点诡异啊… 

房间内的地面非常湿滑，很难站稳脚跟，每向前走一小步都十分费劲。 

看起来似乎是个麻烦的题目，小组开始四散搜索。 

小组搜索中… 

小组搜索中… 

小组搜索中… 

咦？是错觉吗？刚才突然感觉前方的冰棺动了一下… 

学员：从来到这里后神经就绷得紧紧的，哎…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存在炎属性学员} 

大概只是错觉吧。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4 

不对，有奇怪的声音响起，听起来像是门轴转动一样的“吱吱”声。 

一股寒意袭来…大概会发生什么吧… 



学员：…… 

啊！冰棺的大门居然一点点自己移动开了！ 

究竟是什么？这里的守门人吗？ 

学员：哎…又是这种场面。 

大家一面深呼吸，一面做好了迎战准备。 

一只大手突然从里面伸了出来，一口气推开了大半个棺材板。 

学员：……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棺材板被猛地甩了出去，撞击到附近的墙上，散落成了无数小冰块。 

一个巨大的身躯猛地从冰棺里冲了出来——是冰巨人！ 

学员：奇怪了！这家伙是怎么躺在这么小的棺木里的啊？ 

来不及追究这家伙的来历了！对方已经打过来了！ 

战斗开始！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存在水属性学员） 

 

{不存在水属性学员} 

大家开始施展魔法，增强脚底的摩擦，开始狩猎！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5 

大家在巨人的脚下艰难地游走着，并不断尝试用各种魔法进攻它的脚底。 

呼~好险！即使用魔法强化脚底，也依然很难在高速的攻防中占到一点便宜。 

大家耐心地进行着游击战，一点点找机会见缝插针地用魔法攻击巨人的腿部。巨人原本粗壮

的小腿已经渐渐出现了磨损的迹象。 

战斗还在焦灼中。就在此时，一名组员突然跳了起来，猛地一脚踢在了巨人的手臂上——巨

人手中的棒槌掉了下来。 

趁巨人下腰拾捡棒槌的瞬间，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起用魔法往巨人腿部攻击，终于把巨人成功

撂倒了！ 

机会来了！大家迅速集中起来，一同发力举起了巨人的棒槌，向着对方巨大的身躯狠狠抛了

过去—— 

学员：是时候以己之道还施彼身了！ 

“轰”——巨大的撞击声响彻了整个房间。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6 

终于打倒了这个大家伙。 

学员：呼~呼~真、真累啊… 

巨人的身体被打了个粉碎，散成了无数蹦蹦跳跳的大冰块并滑向了四周。 

——咦？是错觉吗？刚才听到了非常清脆的撞击声，是从房间右侧传来的。 

 

（平均幸运不大于 B 且没有安哥拉兔）（平均幸运大于 B 或有安哥拉兔） 

 

{存在水属性学员} 



大家以熟悉冰雪作战的组员为排头兵，开始狩猎！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5 

在几名学员的来回游走下，巨人的注意力完全被分散开来，不停地原地兜着圈子。 

站在远方的组员们看准了某个间隙，一起施展魔法攻击—— 

混合着多元素的强力魔法弹将巨人撞了个满怀，一口气跌坐在了地上。 

学员：果然只是个无脑的大块头嘛… 

巨人挣扎着企图再次站起来，但强大的魔力流已经将它的行动完全封锁，并不断割裂、侵蚀

着它的身体。 

就在此时——一直在巨人身边游击的学员们对巨人展开了最后一击—— 

大家施展冰魔法，迅速凝聚成了一把巨大的冰箭，向着巨人的身体插了下去。 

“轰”——冰块的撞击声响彻了整个房间。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6 

终于打倒了这个大家伙。 

学员：呼~呼~真、真累啊… 

巨人的身体被打了个粉碎，散成了无数蹦蹦跳跳的大冰块并滑向了四周。 

——咦？是错觉吗？刚才听到了非常清脆的撞击声，是从房间右侧传来的。 

 

（平均幸运不大于 B 且没有安哥拉兔）（平均幸运大于 B 或有安哥拉兔） 

 

{平均幸运不大于 B 且没有安哥拉兔} 

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 

学员：错觉吧。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7 

看来只是虚惊一场。 

房间里依然空荡荡的，大家决定再检查一下巨人出来的冰棺。 

学员：是时候揭晓真相了。 

…… 

冰棺里一眼看上去黑洞洞的，但是—— 

学员：原来出口在这里啊！ 

啊！ 

用魔力强化视力后仔细往里看，发现了通往下层的楼梯。 

或许，之前的冰巨人也是从那里来的吧。 

刻不容缓，出发！ 

学员：走吧！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8 

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大家依次走下楼梯的瞬间，身后传来了“通”的一声，巨大的冰砖已经



将会去的路封死了。 

前方是一条笔直的长廊，不用多犹豫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的道路很长。 

学员：感觉走了很久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是一个呈现 45 度的岔路口，经验告诉我们往前是死路。 

学员：出发，继续往左走！ 

小组选择了左边的通道，继续前进。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已经可以看到出口了。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9 

通道的尽头，一座宏伟的冰之庭院呈现在了眼前。 

庭院除了入口外，左面和右面各有一个出口， 

此外，庭院的正前方安置着一个跷跷板，旁边摆着几把椅子。 

学员：游客休息区域？ 

正前方的房顶处，还有一个大型的通风口，大概容得下半个身位。 

学员：似乎上不去那样的地方啊…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组长拿出一枚 P.E.T.S.币扔向了天空——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有 E 学院的学员）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 

反面。大家决定先往左边探索。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10 

穿过左侧的入口，面前依然是悠长的走廊。 

学员：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已经能够明显看到转角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转过转角，前方依然是悠长的走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又是一个转角… 

学员：哈欠~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已经走过了第三个转角了… 

学员：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第四个转角…感觉已经迷失了方向了… 

学员：总感觉哪里不对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啊！我们居然又回到了之前的庭院里！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1 

不对！或许只是机关！ 

大家赶紧向着回廊的入口跑去—— 

学员：居、居然完全是一样的。 

从感官上看，似乎是我们之前曾走过的地方。但是… 

学员：真的走回来了吗？ 

目前可以取得的情报极其有限，可能性很多，小组决定暂时在庭院内四散搜索一番。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既然两侧都是出不去的路，那么出口在哪里呢？ 

仔细观察的话，头顶的通风口非常可疑…但是，怎么上去呢？ 

 

（没有 T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有 T 学院且有水属性学员） 

 



{有 E 学院的学员} 

正面。大家决定先往右边探索。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0 

穿过右侧的入口，面前依然是悠长的走廊。 

学员：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已经能够明显看到转角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转过转角，前方依然是悠长的走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又是一个转角… 

学员：哈欠~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已经走过了第三个转角了… 

学员：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第四个转角…感觉已经迷失了方向了… 

学员：总感觉哪里不对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啊！我们居然又回到了之前的庭院里！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1 

不对！或许只是机关！ 

大家赶紧向着回廊的入口跑去—— 

学员：居、居然完全是一样的。 

从感官上看，似乎是我们之前曾走过的地方。但是… 

学员：真的走回来了吗？ 

目前可以取得的情报极其有限，可能性很多，小组决定暂时在庭院内四散搜索一番。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既然两侧都是出不去的路，那么出口在哪里呢？ 

仔细观察的话，头顶的通风口非常可疑…但是，怎么上去呢？ 

 

（没有 T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有 T 学院且有水属性学员） 

 

{没有 T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 

大概只是想多了，再找找其它地方吧。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12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时间已经过了好久，目前为止依然一无所获。除了左右两侧的出口外，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出

口的地方。 

大家一脸的泄气，一个个懒洋洋地瘫坐在了庭院里的椅子上。 

想不到椅子数量都捉急…真是的，一事不顺，事事不顺。 

学员：看来这里的主人都没想到我们会来这么多人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3 

咦？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学员：发生了什么？！ 

就在大家坐上椅子的瞬间，庭院内传来了“轰”的一声，似乎是触发了某种机关。 

大家连忙起身，向着声音的方向望了过去—— 

原来庭院正面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门。 

…… 

这，或许才是真的出口吧？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4 

走过房门的瞬间，背后传来“通”的一声。 

学员：偶尔也来点其他创意嘛，都快听腻了。 

这里有很强的魔力波动，看起来像一个奇怪的祭坛，祭坛上延展着非常大的魔力法阵。 

学员：魔力嘛… 

令人在意的是，这里居然没有一点灰尘。 

学员：经常有人打扫吗？ 

在经历了之前一个又一个机关后，大家都格外小心，一点点谨慎地向着前方靠近。 

学员：这回又是什么样的机关呢？ 

…… 

虽然前方的空间很大，但只要略微靠近就感受到强烈的魔力冲击—— 

本能告诉我们，很危险。 



学员：贸然靠近可能会丢掉性命的。 

房间没有发现其他出口，看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沿祭坛四周调查中… 

自从进门以来就感觉到浑身上下被一种莫名的寒冷侵蚀着，甚至无法反抗…现在这种感觉更

强烈了… 

学员：呜… 

沿祭坛四周调查中… 

到目前为止，除了祭坛本身值得关注外，周围什么都没发现，只有光秃秃的墙壁。 

沿祭坛四周调查中…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试着用魔法稍微试探一下法阵的力量。 

学员：只是试一试，应该不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吧？ 

决定了就做吧！大家依次对着祭坛释放了不同属性的魔法—— 

然而——无论哪一种魔法，在触碰祭坛的瞬间就全部被吸收了。 

如此强大的力量…难道说封印着什么吗？ 

会不会原本这个迷宫本来的功能就是封印某种可怕的怪物呢？ 

学员：令人深思啊…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却被某种力量给强行打断了…那个祭坛，究竟是做什么

的呢？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有 T 学院且有水属性学员} 

啊！对了！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2 

一名组员跳到了跷跷板的一端，凭借体重将跷跷板的另一端高高抬了起来。 

学员：很遗憾…现在并不是放松的时候。 

另一名组员对着被抬起的跷跷板发动了冰属性魔法—— 

强烈的冰之气息瞬间将滑轮和板面凝固了起来，铺出了一条通往上层的通路。 

跷跷板的方向正好对着能容下半个身位的通风口，一条天然的通路成形了！ 

学员：真是杰作啊！那么出发吧！ 

大家顺着刚才铺出来的道路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向上前进，一边继续加固，陆陆续续进入通风

孔。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3 

走过房门的瞬间，背后传来“通”的一声。 

学员：偶尔也来点其他创意嘛，都快听腻了。 

一来到这里，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便袭遍了全身。 

这里——是墓园。 

不是一个人的墓地，而是一片一片…很多很多人的墓地… 

每一个墓碑上，都没有刻着任何一个字。但是墓碑下面的鲜花，却又格外新鲜，像是前两天

才有人来拜祭过的一样。 

学员：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经历了之前一个又一个机关后，大家都格外小心，一点点谨慎地一边向前走，一边观察着

这里的一切。 

学员：这回又是什么样的机关呢？ 

…… 

墓园没有发现其他出口，看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这里的墓碑排列错落有致，和外面不规则的迷宫墙壁截然不同。看起来并不像是刻意为了形

成迷宫而布置的。 

学员：也就是说…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石碑的风格和风化程度大体一致，看来它们是从某个时代建好后就一直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

了…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如果说这里是厄洛斯大人的墓园的话，为什么连他自己的墓碑都没有刻字呢？ 

学员：其实那位大人并不希望任何人来这里参拜吧…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据说当初为了修建这座迷宫，曾经动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或许… 

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牺牲的人吧… 

学员：既然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一定要修建这个迷宫呢？ 

看着这近百个无字墓，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却被某种力量给强行打断了…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50 翠曜石 x122 金曜石 x3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平均幸运大于 B 或有安哥拉兔} 

某块散落的冰块和那尊优雅的雕像撞在了一起，冰雕的位置似乎发生了一点点变化。 

学员：过去看看吧！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7 

冰雕的位置略有变化，也就是说—— 

学员：肯定有什么东西！ 

大家把手撑在冰雕上，使劲往一个方向用力—— 

——1、2、3！ 

…… 

居、居然推开了冰雕！ 

原本冰雕下面的位置，是一个向下的阶梯。 

学员：真是意外的收获。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8 

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大家依次走下楼梯的瞬间，身后传来了“通”的一声，巨大的冰砖已经

将会去的路封死了。 

前方是一条笔直的长廊，不用多犹豫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的道路很长。 

学员：感觉走了很久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是一个呈现 45 度的岔路口，经验告诉我们往前是死路。 

学员：出发，继续往左走！ 

小组选择了左边的通道，继续前进。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已经可以看到出口了。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9 

通道的尽头是一片十分诡异的地带。 

放眼望去，不规则延伸的墙壁将整个空间完全割裂了开来，形成了无数的可通行的道路。 

每一道延伸的墙壁又都格外晶莹剔透，完美地映着对面的景象，仿佛镜子一样。 

“镜子迷宫”吗？这样的称呼看起来非常的应景。 

学员：感觉会耽误不少时间啊…抓紧走吧！ 

迷宫的入口只有一个，大家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探索。 

谨慎前行中… 

谨慎前行中… 

谨慎前行中… 

像玻璃一样的墙面真是讨厌极了，没走多久就已经感觉脑袋里晕乎乎的了。 

学员：呜…实在是太讨厌了… 

大家一起聚集起魔力，试探性地向着旁边的墙壁打了过去—— 

然而，魔法完全被镜面吸收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学员：真是见鬼….只能强忍着往前走了… 

看来和一般的镜子不同，没有办法采取物理破坏的手段。 

谨慎前行中… 

谨慎前行中… 

谨慎前行中… 

学员：啊！居、居然穿过了墙壁 

前方，到达了一个转弯处。 

学员：反正目前为止就只有一条路嘛，慢慢就咯~ 

…… 

啊！！！突然感觉撞到了墙上，大家撞了个满怀！！！ 

学员：——啊！ 

…… 

怎么回事？明明眼前就是路口，为什么会撞到什么上面？ 

大家又尝试了一遍之前的动作—— 

啊呀！！！前方居然是空气墙，又撞了上去。 

学员：该怎么办啊，真见鬼！ 

…… 

以前在课堂里听到过——往往魔力越强大的人越容易形成依靠魔法的本能。看来现在只能将

自己当成普通人，忘却所有的知识和魔法，一点点尝试着摸索四周了。 



学员：说不定这个时候最不能打的人反而能看出什么呢！ 

 

（没有 cost 为 5 的学员）（有 cost 为 5 的学员） 

 

{没有 cost 为 5 的学员} 

什么都没有发现，真是难堪啊…再找找吧…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10 

不行，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通过。 

大家开始尝试各种办法突破空气墙。 

魔法攻击—— 

…… 

…… 

…… 

完全不起作用。 

学员：…… 

物理破坏—— 

…… 

…… 

…… 

依然完全不起作用。 

学员：…… 

使劲推—— 

…… 

…… 

…… 

没有作用。 

学员：…… 

使劲砸—— 

…… 

…… 

…… 

没有作用。 

学员：…… 

使劲踹—— 

…… 

…… 

…… 

没有作用。 

学员：…… 

…… 

…… 

…… 



感觉身心俱疲… 

学员：…… 

……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大家已经没有任何干劲了。 

学员：好累啊…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11 

或许在来的路上看漏了什么吧。 

大家决定一边往回走，一边再仔细搜索一下周围的疑点。 

小组回撤中… 

小组回撤中… 

小组回撤中…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学员：说不定这里只是单纯的恶作剧呢。 

小组回撤中… 

小组回撤中… 

小组回撤中… 

已经到达了入口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里都是一本道的通路，没有任何可以继续前进的方法。 

学员：…（心情复杂） 

…… 

小组离开了镜子迷宫，开始继续寻找新的道路。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2 

…… 

时间有限。大家加快了步伐，沿着回去的路继续搜索，查看是否有遗漏的细节。 

…… 

来到了熟悉的路口——先往左走！ 

…… 

不行，是死路！入口已经被彻底封死了，怎么都开不开。 

学员：可恶，走那边！ 

没办法，继续往右走！ 

不行，依然是死路！入口同样被封得死死的。 

学员：呃… 

…… 

已经，完全没办法了吗？ 

学员：呜… 

一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正笼罩着大家——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离真相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5 翠曜石 x183 金曜石 x5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存在三年级学员} 

在三年级的前辈的鼓励下，大家才勉强振作起了精神。 

学员：不行，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1 

大家继续尝试其他方法破坏墙壁。 

学员：居然…连用魔力染色都不行…这个墙究竟是什么做的啊？ 

…… 

就在此时，迷宫里突然传来了一阵阵聒噪声—— 

两侧的墙壁上，突然个出现了无数只冰块组正的骸骨头——一个个不断地张嘴闭嘴，上下颚

的碰撞声异常瘆人。 

学员：怎、怎么回事？！ 

突然——所有的冰骸骨像是约好了一样，向着镜子外面的方向冲了过来！ 

学员：只是镜子里的东西，应、应该没问题吧？ 

不好！直觉告诉我们，再等下去一定会发生不得了的事情—— 

学员：快走！ 

大家立刻起身往回跑！ 

预感应验了！冰骸骨们纷纷冲出了两侧的墙壁，从身后的方向排山倒海一般涌了过来。 

逃命中… 

大家一个接一个冲进了之前来时的大门，在骸骨们追上的一瞬间，将门紧紧地插上了。 

学员：呼~呼~呼…真是…吓死了… 

门的另一面，依然不断传来着猛烈的冲撞声。 

 

（没有等级高于 50 的非一年级学员）（有等级高于 50 的非一年级学员） 

 

{没有等级高于 50 的非一年级学员} 

不管怎么说…安全撤离才是第一位的… 

学员：还是有些在意之前的迷宫…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12 

…… 

时间有限。大家加快了步伐，沿着回去的路继续搜索，查看是否有遗漏的细节。 

…… 

来到了熟悉的路口——先往左走！ 

…… 

不行，是死路！入口已经被彻底封死了，怎么都开不开。 

学员：可恶，走那边！ 

没办法，继续往右走！ 

不行，依然是死路！入口同样被封得死死的。 

学员：呃… 

…… 

已经，完全没办法了吗？ 

学员：呜… 

一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正笼罩着大家——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离真相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5 翠曜石 x183 金曜石 x5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有等级高于 50 的非一年级学员} 

冷静下来思考的话，两边的墙壁不都是镜子吗？为什么会跳出怪物呢？ 

学员：算了…反正已经回不去了…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2 

…… 

时间有限。大家加快了步伐，沿着回去的路继续搜索，查看是否有遗漏的细节。 

…… 

来到了熟悉的路口——先往左走！ 

…… 

不行，是死路！入口已经被彻底封死了，怎么都开不开。 

学员：可恶，走那边！ 

没办法，继续往右走！ 



不行，依然是死路！入口同样被封得死死的。 

学员：呃… 

…… 

已经，完全没办法了吗？ 

学员：呜… 

一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正笼罩着大家——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离真相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5 翠曜石 x183 金曜石 x5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有 cost 为 5 的学员} 

啊！果然！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0 

果然这时候需要将思路逆转过来—— 

既然我们眼前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东西，那镜子里的景象又是什么呢？ 

映着拐角的镜面墙壁只有一边，也就是说—— 

一名学员冲着墙壁的方向走了过去。 

——如料想的一样，顺利走进了墙壁中。 

学员：天哪，真是不可思议！ 

大家纷纷效仿她的做法，穿过墙壁后，来到了转角的另一边。 

虽然搞不清迷宫的构造，这里的走法应该就是这样没错了。 

大家鼓足了劲开始继续前进。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目前为止，墙壁只有转角或者路口的地方可以进入，其它时候却始终发挥着墙壁“应有”的功

能。 

学员：真是令人窒息的设计啊…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出现岔路，组长抛出了一枚 P.E.T.S.币—— 



 

（组长等级小于 80）（组长等级不小于 80） 

 

{组长等级小于 80} 

反面，往左走。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又绕过了很长一段路。 

学员：好麻烦啊…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某处，可以看到疑似出口的地方。 

学员：走、走到头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到达出口。 

学员：脑袋快要绕炸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进去吧！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11 

走过房门的瞬间，背后传来“通”的一声。 

学员：偶尔也来点其他创意嘛，都快听腻了。 

这里看起来是私人画廊一样的房间——房间的墙壁上，整齐地挂着一幅幅挂画。 

令人在意的是，房间内居然没有一点灰尘。 

学员：这里总不会经常有人来吧？ 

在经历了之前一个又一个机关后，大家都格外小心，一点点谨慎地环视着四周。 

…… 

房间没有发现其他出石，看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放眼望去，墙上的挂画大体都是风景画。 

从左到右，画中的内容依次呈现出了由春到夏再到秋，最后到冬的变化。 

学员：但是…总感觉一种奇妙的违和感…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奇怪，细细看的话，画中的内容居然只是几个特定的地点。 

同样的地点，不断地展示四季不同的风景及微妙的变化。 

学员：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拍照技术…我觉得这些画的意义更像是照片一样… 

…… 



画廊的最末端，似乎连续几幅画都被摘掉了，钉子痕迹还清晰可见。 

学员：从数量上看，似乎并没有缺少任何风景画的样子……那究竟是什么呢？ 

然而，最后的位置，却突然挂着一副奇怪的画——完全纯白的画面，上面什么都没有。 

学员：是来不及画吗？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却被某种力量给强行打断了…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00 翠曜石 x243 金曜石 x7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组长等级不小于 80} 

正面，往右走。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又绕过了很长一段路。 

学员：好麻烦啊…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某处，可以看到疑似出口的地方。 

学员：走、走到头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到达出口。 

学员：脑袋快要绕炸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进去吧！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1 

走过房门的瞬间，背后传来“通”的一声。 

学员：偶尔也来点其他创意嘛，都快听腻了。 

这里看起来像是餐厅一样的房间——正中间放着一张很大很大的桌子，桌子旁边整齐地放着

一把把椅子。加上四周的复古装饰以及挂饰，看起来很有艺术感。 

令人在意的是，房间内居然没有一点灰尘。 

学员：这里总不会经常招待人吧？ 



在经历了之前一个又一个机关后，大家都格外小心，一点点谨慎地向着餐桌靠近。 

学员：这回又是什么样的机关呢？ 

…… 

餐桌上，只有桌子一端的主人位置上摆放着整齐的餐盘，其他位置空空如也。 

学员：看来这里的主人一定也非常寂寞吧。 

或许这只是某种特殊的寓意，又或许这里真的有人居住吧… 

学员：如果有人…会是谁呢？ 

房间没有发现其他出口，看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虽然不是十分拿的准，这里的建筑风格其实更像是多维度的复合。 

既有简单的隐逸村落的风格，也有恢弘的精雕细琢感。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令人惊奇的是主人的餐盘盖下没有任何事物，却放着一张字条—— 

“一切，一切从未改变过？” 

“那么，就由我来改变一起吧…这一次真的…永别了…阿雅…” 

学员：这是…厄洛斯大人写的？那么…阿雅是谁呢？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却被某种力量给强行打断了…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00 翠曜石 x243 金曜石 x7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存在炎属性学员} 

不对，肯定有什么——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4 

不对！那个冰棺一定有问题！ 

按照经验，这个时候必须先发制人。 

在组长的示意下，大家果断地施展火属性魔法对着冰棺展开了攻击—— 

学员：那个东西绝对有问题！ 

火球触碰冰棺的瞬间，棺材门突然大开——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火焰与冒着寒气的冰面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并在下一瞬间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 

…… 

…… 

冰棺里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出来就已经完全湮灭在了爆炸声中。 

学员：呼…我们应该是成功躲过了什么吧？ 

…… 

…… 

…… 

冰棺开始一点点地融化了… 

…… 

…… 

…… 

大家全力戒备着，并静静地等待着… 

学员：这次又会是什么呢？ 

…… 

…… 

…… 

连带着里面的东西一起，冰棺已经融化了大半… 

冰棺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某个出口一样的通道。 

学员：原来如此啊！ 

然而——令人在意的是，融化的杂质中除了水什么都没有。 

学员：那么棺木里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没有时间思考那么多了。大家收拾好心情，开始继续前进。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5 

大家依次进入了冰棺后面的隐藏门。 

进门的瞬间，身后又响起了“通”的一声，来时的门已经被厚厚的冰砖封锁住了。 

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时间要紧，开始搜索。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这里的地势和复杂度和入口的迷宫相似。依然是漫无止境的冰墙… 

学员：哈~欠~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可恶…似乎走到了死路上… 

学员：见鬼，再来！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向前寻找出口中… 

前方出现岔路。根据经验判断来看，两边应该都是活路。 



学员：这次应该没有错，做出选择吧！ 

组长拿出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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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向右走。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6 

右边甬道的尽头是一个向下的楼梯。 

学员：居然是双层的迷宫啊！ 

…… 

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大家依次走下楼梯的瞬间，身后传来了“通”的一声，巨大的冰砖已经

将会去的路封死了。 

前方是一条笔直的长廊，不用多犹豫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是一个呈现 45 度的岔路口，经验告诉我们往前是死路。 

学员：出发，继续往右走！ 

小组选择了右边的通道，继续前进。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已经可以看到出口了。 

获得：黑曜石 x75 翠曜石 x183 金曜石 x56 

 

纪录 7 

通道的尽头是一片十分诡异的地带。 

放眼望去，不规则延伸的墙壁将整个空间完全割裂了开来，形成了无数的可通行的道路。 

每一道延伸的墙壁又都格外晶莹剔透，完美地映着对面的景象，仿佛镜子一样。 

“镜子迷宫”吗？这样的称呼看起来非常的应景。 

学员：感觉会耽误不少时间啊…抓紧走吧！ 

迷宫的入口只有一个，大家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探索。 

谨慎前行中… 

谨慎前行中… 

谨慎前行中… 

像玻璃一样的墙面真是讨厌极了，没走多久就已经感觉脑袋里晕乎乎的了。 

学员：呜…实在是太讨厌了… 

大家一起聚集起魔力，试探性地向着旁边的墙壁打了过去—— 

然而，魔法完全被镜面吸收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学员：真是见鬼…只能强忍着往前走了… 

看来和一般的镜子不同，没有办法采取物理破坏的手段。 



谨慎前行中… 

谨慎前行中… 

谨慎前行中… 

学员：啊！居、居然穿过了墙壁 

前方，到达了一个转弯处。 

学员：反正目前为止就只有一条路嘛，慢慢就咯~ 

…… 

啊！！！突然感觉撞到了墙上，大家撞了个满怀！！！ 

学员：——啊！ 

…… 

怎么回事？明明眼前就是路口，为什么会撞到什么上面？ 

大家又尝试了一遍之前的动作—— 

啊呀！！！前方居然是空气墙，又撞了上去。 

学员：该怎么办啊，真见鬼！ 

…… 

以前在课堂里听到过——往往魔力越强大的人越容易形成依靠魔法的本能。看来现在只能将

自己当成普通人，忘却所有的知识和魔法，一点点尝试着摸索四周了。 

学员：说不定这个时候最不能打的人反而能看出什么呢！ 

 

（没有 cost 为 5 的学员）（有 cost 为 5 的学员） 

 

{没有 cost 为 5 的学员} 

什么都没有发现，真是难堪啊…再找找吧…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8 

不行，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通过。 

大家开始尝试各种办法突破空气墙。 

魔法攻击—— 

…… 

…… 

…… 

完全不起作用。 

学员：…… 

物理破坏—— 

…… 

…… 

…… 

依然完全不起作用。 

学员：…… 

使劲推—— 

…… 

…… 

…… 



没有作用。 

学员：…… 

使劲砸—— 

…… 

…… 

…… 

没有作用。 

学员：…… 

使劲踹—— 

…… 

…… 

…… 

没有作用。 

学员：…… 

…… 

…… 

…… 

感觉身心俱疲… 

学员：…… 

……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存在三年级学员） 

 

{不存在三年级学员} 

大家已经没有任何干劲了。 

学员：好累啊…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9 

或许在来的路上看漏了什么吧。 

大家决定一边往回走，一边再仔细搜索一下周围的疑点。 

小组回撤中… 

小组回撤中… 

小组回撤中…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学员：说不定这里只是单纯的恶作剧呢。 

小组回撤中… 

小组回撤中… 

小组回撤中… 

已经到达了入口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里都是一本道的通路，没有任何可以继续前进的方法。 

学员：…（心情复杂） 

…… 

小组离开了镜子迷宫，开始继续寻找新的道路。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0 

…… 

时间有限。大家加快了步伐，沿着回去的路继续搜索，查看是否有遗漏的细节。 

…… 

来到了熟悉的路口——先往左走！ 

…… 

不行，是死路！入口已经被彻底封死了，怎么都开不开。 

学员：可恶，走那边！ 

没办法，继续往右走！ 

不行，依然是死路！入口同样被封得死死的。 

学员：呃… 

…… 

已经，完全没办法了吗？ 

学员：呜… 

一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正笼罩着大家——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离真相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5 翠曜石 x183 金曜石 x5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存在三年级学员} 

在三年级的前辈的鼓励下，大家才勉强振作起了精神。 

学员：不行，绝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9 

大家继续尝试其他方法破坏墙壁。 

学员：居然…连用魔力染色都不行…这个墙究竟是什么做的啊？ 

…… 

就在此时，迷宫里突然传来了一阵阵聒噪声—— 

两侧的墙壁上，突然个出现了无数只冰块组正的骸骨头——一个个不断地张嘴闭嘴，上下颚

的碰撞声异常瘆人。 

学员：怎、怎么回事？！ 



突然——所有的冰骸骨像是约好了一样，向着镜子外面的方向冲了过来！ 

学员：只是镜子里的东西，应、应该没问题吧？ 

不好！直觉告诉我们，再等下去一定会发生不得了的事情—— 

学员：快走！ 

大家立刻起身往回跑！ 

预感应验了！冰骸骨们纷纷冲出了两侧的墙壁，从身后的方向排山倒海一般涌了过来。 

逃命中… 

大家一个接一个冲进了之前来时的大门，在骸骨们追上的一瞬间，将门紧紧地插上了。 

学员：呼~呼~呼…真是…吓死了… 

门的另一面，依然不断传来着猛烈的冲撞声。 

 

（没有等级高于 50 的非一年级学员）（有等级高于 50 的非一年级学员） 

 

{没有等级高于 50 的非一年级学员} 

不管怎么说…安全撤离才是第一位的… 

学员：还是有些在意之前的迷宫…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10 

…… 

时间有限。大家加快了步伐，沿着回去的路继续搜索，查看是否有遗漏的细节。 

…… 

来到了熟悉的路口——先往左走！ 

…… 

不行，是死路！入口已经被彻底封死了，怎么都开不开。 

学员：可恶，走那边！ 

没办法，继续往右走！ 

不行，依然是死路！入口同样被封得死死的。 

学员：呃… 

…… 

已经，完全没办法了吗？ 

学员：呜… 

一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正笼罩着大家——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离真相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5 翠曜石 x183 金曜石 x5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有等级高于 50 的非一年级学员} 

冷静下来思考的话，两边的墙壁不都是镜子吗？为什么会跳出怪物呢？ 

学员：算了…反正已经回不去了…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0 

…… 

时间有限。大家加快了步伐，沿着回去的路继续搜索，查看是否有遗漏的细节。 

…… 

来到了熟悉的路口——先往左走！ 

…… 

不行，是死路！入口已经被彻底封死了，怎么都开不开。 

学员：可恶，走那边！ 

没办法，继续往右走！ 

不行，依然是死路！入口同样被封得死死的。 

学员：呃… 

…… 

已经，完全没办法了吗？ 

学员：呜… 

一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正笼罩着大家——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离真相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75 翠曜石 x183 金曜石 x56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有 cost 为 5 的学员} 

啊！果然！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8 

果然这时候需要将思路逆转过来¬—— 

既然我们眼前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东西，那镜子里的景象又是什么呢？ 



映着拐角的镜面墙壁只有一边，也就是说—— 

一名学员冲着墙壁的方向走了过去。 

——如料想的一样，顺利走进了墙壁中。 

学员：天哪，真是不可思议！ 

大家纷纷效仿她的做法，穿过墙壁后，来到了转角的另一边。 

虽然搞不清迷宫的构造，这里的走法应该就是这样没错了。 

大家鼓足了劲开始继续前进。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目前为止，墙壁只有转角或者路口的地方可以进入，其它时候却始终发挥着墙壁“应有”的功

能。 

学员：真是令人窒息的设计啊…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出现岔路，组长抛出了一枚 P.E.T.S.币—— 

 

（组长等级小于 80）（组长等级不小于 80） 

 

{组长等级小于 80} 

反面，往左走。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又绕过了很长一段路。 

学员：好麻烦啊…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某处，可以看到疑似出口的地方。 

学员：走、走到头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到达出口。 

学员：脑袋快要绕炸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进去吧！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9 

走过房门的瞬间，背后传来“通”的一声。 

学员：偶尔也来点其他创意嘛，都快听腻了。 

这里看起来是私人画廊一样的房间——房间的墙壁上，整齐地挂着一幅幅挂画。 

令人在意的是，房间内居然没有一点灰尘。 



学员：这里总不会经常有人来吧？ 

在经历了之前一个又一个机关后，大家都格外小心，一点点谨慎地环视着四周。 

…… 

房间没有发现其他出口，看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放眼望去，墙上的挂画大体都是风景画。 

从左到右，画中的内容依次呈现出了由春到夏再到秋，最后到冬的变化。 

学员：但是…总感觉一种奇妙的违和感…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奇怪，细细看的话，画中的内容居然只是几个特定的地点。 

同样的地点，不断地展示四季不同的风景及微妙的变化。 

学员：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拍照技术…我觉得这些画的意义更像是照片一样… 

…… 

画廊的最末端，似乎连续几幅画都被摘掉了，钉子痕迹还清晰可见。 

学员：从数量上看，似乎并没有缺少任何风景画的样子…那究竟是什么呢？ 

然而，最后的位置，却突然挂着一副奇怪的画——完全纯白的画面，上面什么都没有。 

学员：是来不及画吗？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却被某种力量给强行打断了…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00 翠曜石 x243 金曜石 x7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组长等级不小于 80} 

正面，往右走。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又绕过了很长一段路。 

学员：好麻烦啊…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某处，可以看到疑似出口的地方。 

学员：走、走到头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到达出口。 

学员：脑袋快要绕炸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进去吧！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9 

走过房门的瞬间，背后传来“通”的一声。 

学员：偶尔也来点其他创意嘛，都快听腻了。 

这里看起来像是餐厅一样的房间——正中间放着一张很大很大的桌子，桌子旁边整齐地放着

一把把椅子。加上四周的复古装饰以及挂饰，看起来很有艺术感。 

令人在意的是，房间内居然没有一点灰尘。 

学员：这里总不会经常招待人吧？ 

在经历了之前一个又一个机关后，大家都格外小心，一点点谨慎地向着餐桌靠近。 

学员：这回又是什么样的机关呢？ 

…… 

餐桌上，只有桌子一端的主人位置上摆放着整齐的餐盘，其他位置空空如也。 

学员：看来这里的主人一定也非常寂寞吧。 

或许这只是某种特殊的寓意，又或许这里真的有人居住吧… 

学员：如果有人…会是谁呢？ 

房间没有发现其他出口，看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虽然不是十分拿的准，这里的建筑风格其实更像是多维度的复合。 

既有简单的隐逸村落的风格，也有恢弘的精雕细琢感。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四散调查中… 

令人惊奇的是主人的餐盘盖下没有任何事物，却放着一张字条—— 

“一切，一切从未改变过？” 

“那么，就由我来改变一起吧…这一次真的…永别了…阿雅…” 

学员：这是…厄洛斯大人写的？那么…阿雅是谁呢？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却被某种力量给强行打断了…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100 翠曜石 x243 金曜石 x75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组长幸运不小于 A 或为安哥拉兔} 

反面，向左走。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6 

左边甬道的尽头是一个向下的楼梯。 

学员：居然是双层的迷宫啊！ 

…… 

熟悉的感觉又来了——大家依次走下楼梯的瞬间，身后传来了“通”的一声，巨大的冰砖已经

将会去的路封死了。 

和之前一样，大家依次通过房门的瞬间，身后传来了“通”的一声。 

前方是一条笔直的长廊，不用多犹豫了——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是一个呈现 45 度的岔路口，经验告诉我们往前是死路。 

学员：出发，继续往右走！ 

小组选择了右边的通道，继续前进。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小组前进中… 

前方已经可以看到出口了。 

获得：黑曜石 x75 翠曜石 x183 金曜石 x56 

 

纪录 7 

通道的尽头，一座宏伟的冰之庭院呈现在了眼前。 

庭院除了入口外，左面和右面各有一个出口， 

此外，庭院的正前方安置着一个跷跷板，旁边摆着几把椅子。 

学员：游客休息区域？ 

正前方的房顶处，还有一个大型的通风口，大概容得下半个身位。 

学员：似乎上不去那样的地方啊… 

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组长拿出一枚 P.E.T.S.币扔向了天空——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有 E 学院的学员） 

 

{没有 E 学院的学员} 

反面。大家决定先往左边探索。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8 

穿过左侧的入口，面前依然是悠长的走廊。 

学员：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已经能够明显看到转角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转过转角，前方依然是悠长的走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又是一个转角… 

学员：哈欠~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已经走过了第三个转角了… 

学员：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第四个转角…感觉已经迷失了方向了… 

学员：总感觉哪里不对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啊！我们居然又回到了之前的庭院里！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9 

不对！或许只是机关！ 

大家赶紧向着回廊的入口跑去—— 

学员：居、居然完全是一样的。 

从感官上看，似乎是我们之前曾走过的地方。但是… 

学员：真的走回来了吗？ 

目前可以取得的情报极其有限，可能性很多，小组决定暂时在庭院内四散搜索一番。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既然两侧都是出不去的路，那么出口在哪里呢？ 

仔细观察的话，头顶的通风口非常可疑…但是，怎么上去呢？ 

 

（没有 T 学院学员和水属性学员）（有 T 学院且有水属性学员） 

 

{有 E 学院的学员} 

正面。大家决定先往右边探索。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8 

穿过右侧的入口，面前依然是悠长的走廊。 

学员：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前方已经能够明显看到转角了。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转过转角，前方依然是悠长的走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又是一个转角… 

学员：哈欠~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已经走过了第三个转角了… 

学员：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第四个转角…感觉已经迷失了方向了… 

学员：总感觉哪里不对啊…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小组前行中… 

啊！我们居然又回到了之前的庭院里！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9 

不对！或许只是机关！ 

大家赶紧向着回廊的入口跑去—— 



学员：居、居然完全是一样的。 

从感官上看，似乎是我们之前曾走过的地方。但是… 

学员：真的走回来了吗？ 

目前可以取得的情报极其有限，可能性很多，小组决定暂时在庭院内四散搜索一番。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既然两侧都是出不去的路，那么出口在哪里呢？ 

仔细观察的话，头顶的通风口非常可疑…但是，怎么上去呢？ 

 

（没有 T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有 T 学院且有水属性学员） 

 

{没有 T 学院或水属性学员} 

大概只是想多了，再找找其它地方吧。 

获得：黑曜石 x13 翠曜石 x31 金曜石 x10 

 

纪录 10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四散搜索中… 

时间已经过了好久，目前为止依然一无所获。除了左右两侧的出口外，没有发现任何疑似出

口的地方。 

大家一脸的泄气，一个个懒洋洋地瘫坐在了庭院里的椅子上。 

想不到椅子数量都捉急…真是的，一事不顺，事事不顺。 

学员：看来这里的主人都没想到我们会来这么多人。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1 

咦？突然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学员：发生了什么？！ 

就在大家坐上椅子的瞬间，庭院内传来了“轰”的一声，似乎是触发了某种机关。 

大家连忙起身，向着声音的方向望了过去—— 

原来庭院正面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门。 

…… 

这，或许才是真的出口吧？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2 

走过房门的瞬间，背后传来“通”的一声。 

学员：偶尔也来点其他创意嘛，都快听腻了。 

这里有很强的魔力波动，看起来像一个奇怪的祭坛，祭坛上延展着非常大的魔力法阵。 

学员：魔力嘛… 

令人在意的是，这里居然没有一点灰尘。 

学员：经常有人打扫吗？ 



在经历了之前一个又一个机关后，大家都格外小心，一点点谨慎地向着前方靠近。 

学员：这回又是什么样的机关呢？ 

…… 

虽然前方的空间很大，但只要略微靠近就感受到强烈的魔力冲击—— 

本能告诉我们，很危险。 

学员：贸然靠近可能会丢掉性命的。 

房间没有发现其他出口，看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沿祭坛四周调查中… 

自从进门以来就感觉到浑身上下被一种莫名的寒冷侵蚀着，甚至无法反抗…现在这种感觉更

强烈了… 

学员：呜… 

沿祭坛四周调查中… 

到目前为止，除了祭坛本身值得关注外，周围什么都没发现，只有光秃秃的墙壁。 

沿祭坛四周调查中…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试着用魔法稍微试探一下法阵的力量。 

学员：只是试一试，应该不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吧？ 

决定了就做吧！大家依次对着祭坛释放了不同属性的魔法—— 

然而——无论哪一种魔法，在触碰祭坛的瞬间就全部被吸收了。 

如此强大的力量…难道说封印着什么吗？ 

会不会原本这个迷宫本来的功能就是封印某种可怕的怪物呢？ 

学员：令人深思啊…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却被某种力量给强行打断…那个祭坛，究竟是做什么的

呢？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有 T 学院且有水属性学员} 

啊！对了！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0 

一名组员跳到了跷跷板的一端，凭借体重将跷跷板的另一端高高抬了起来。 

学员：很遗憾…现在并不是放松的时候。 

另一名组员对着被抬起的跷跷板发动了冰属性魔法—— 

强烈的冰之气息瞬间将滑轮和板面凝固了起来，铺出了一条通往上层的通路。 

跷跷板的方向正好对着能容下半个身位的通风口，一条天然的通路成形了！ 



学员：真是杰作啊！那么出发吧！ 

大家顺着刚才铺出来的道路一个个小心翼翼地向上前进，一边继续加固，陆陆续续进入通风

孔。 

获得：黑曜石 x25 翠曜石 x61 金曜石 x19 

 

纪录 11 

走过房门的瞬间，背后传来“通”的一声。 

学员：偶尔也来点其他创意嘛，都快听腻了。 

一来到这里，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便袭遍了全身。 

这里——是墓园。 

不是一个人的墓地，而是一片一片…很多很多人的墓地… 

每一个墓碑上，都没有刻着任何一个字。但是墓碑下面的鲜花，却又格外新鲜，像是前两天

才有人来拜祭过的一样。 

学员：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经历了之前一个又一个机关后，大家都格外小心，一点点谨慎地一边向前走，一边观察着

这里的一切。 

学员：这回又是什么样的机关呢？ 

…… 

墓园没有发现其他出口，看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这里的墓碑排列错落有致，和外面不规则的迷宫墙壁截然不同。看起来并不像是刻意为了形

成迷宫而布置的。 

学员：也就是说…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石碑的风格和风化程度大体一致，看来它们是从某个时代建好后就一直原封不动地流传下来

了…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如果说这里是厄洛斯大人的墓园的话，为什么连他自己的墓碑都没有刻字呢？ 

学员：其实那位大人并不希望任何人来这里参拜吧…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谨慎调查中… 

据说当初为了修建这座迷宫，曾经动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或许… 

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牺牲的人吧… 

学员：既然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一定要修建这个迷宫呢？ 

看着这近百个无字墓，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突然，眼前一片昏暗…即使用魔法强化视力也依然什么都看不见了。 

耳膜边想起了不知来自何处的“咚、咚、咚”的敲钟声，声音非常急促。 



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身体已经毫无知觉了。 

…… 

再度睁开眼睛时，我们居然…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看来，时间已经到了。 

虽然取得了一些发现，依然没有见到迷宫的主人，也没有完全探明这里和神隐的任何关联。 

学员：总感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却被某种力量给强行打断了… 

看来，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小组决定立即返回——报告完毕！ 

获得：黑曜石 x50 翠曜石 x122 金曜石 x38 

全部探索完成！ 

获得：黑曜石 x350 翠曜石 x850 金曜石 x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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