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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1.0版： 

 框架基本完成 

 缺部分门派的新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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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入门篇 

1.1 关于南侠 

1.1.1 新手导读 

1.1.1.1 选人 

南侠对新人的天赋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总的来说，膂力比较重要，因为膂力

直接影响最终攻击，而且还影响饭量。悟性和根骨其次，不过在拜师之前还是要

看看门派的帮助（help menpai），某些门派的pfm对先天属性有要求，比如雪山对

容貌，神龙对身法，桃花古墓对悟性等等，这样才不至于选错人。我们不必在选

人上面花费太多的功夫，因为南侠在完成新手村任务，在游鲲翼处可以使用

changegift来调整自己的天赋。前4项天赋总和必须为80，所以除了个别门派，只

好牺牲身法悟性了。对于新人，福缘要尽量高，在你熟悉了游戏，练新id的时候，

再尝试低福缘做任务。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但是不要听从一些BT们

的意见）。 

1.1.1.2 挣钱 

玩家需要金钱来买饮食、兵器以及坐车、坐船等。一开始对金钱的需求并不

是很大，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这里给新人们提供了一个抄经的任务

（help task-newbie查询）。通过抄经，新人们通常可以挣一些足够自己花的钱，

用来做接下来的任务。也有一些新手任务可以赚到金钱，如配药等。但是特别提

醒的是，南侠在钱庄有存款上线，跟自己的经验相关，不过最低有50两黄金的下

限。 

另一个赚钱的方法是捡东西卖。路上时常会掉落一些物品，大多可以用来卖

钱，把这些捡了卖掉，既满足了自己又净化了环境。不过如果遇到路上有大量的

物品，最好用chat问一下，如果无人认领再拿走。需要注意几点：见到首级不要

捡，这个极有可能是别人的任务物品，不能卖钱，如果捡了还会招来麻烦；搜尸

体时要注意，如果别人刚打死了一个NPC，请不要搜尸，避免引起纠纷。 如果

不想麻烦，也可以向好心的老玩家要一些，这里的玩家如果在线，通常都不会吝

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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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过新手期后赚钱的方法就多了。许多任务都会有金钱报酬，做任务掉落物

品可以卖钱，贵重物品也可以在玩家之间交易。 

每个门派都有一定的生活费，向特定的NPC询问（help silver）。第一次问的

时候登记注册，等你有了进步（门忠、经验或技能提高）之后再去询问，就会得

到一笔费用。游手好闲是拿不到生活费的。记住一开始就去登记，以免经验很高

之后才想起来，白白损失一笔薪水。 

当你退出游戏时，身上的金钱不会丢失，但如超过钱庄存款上限的部分会被

扣除。平时身上只带够用的金钱就可以了，其余最好存到钱庄，以免丢失。这里

所有钱庄都是联网的，你在任意一个钱庄都可以进行存款，取款，查帐和转账。 

取款 withdraw ， e.g. 'withdraw 1 silver'，存款 deposite '， e.g. 'deposite 10 silver'，

查帐用check，转账用transfer。withdraw、deposite、check和transfer分别可以用qu、

cun、chazhang和zhuan代替。存款无利息，取款免收手续费。 

1.1.1.3 拜师 

南侠目前共有二十个门派（help menpai），分别为正派峨眉派、丐帮、华山

派、雪山派、全真派、少林寺、天地会、天龙寺、武当派，邪派白驼山、大轮寺、

日月神教、神龙教、星宿派，亦正亦邪朝廷、古墓派、灵鹫派、明教、姑苏慕容、

桃花岛。另外还有几个玩家不能拜的门派，如杀手帮、侠客岛。 

二十大门派中有十二个门派设有门派新手任务，它们是：少林、武当、峨眉、

丐帮 、华山、全真、天龙、日月、星宿、古墓、明教、桃花。 

各个门派的武功各有独特之处，但是总体上并无高下之分，实际当然还是有

不平衡的。 

各个门派对收徒有不同的规定，即使是同一门派的师傅对收徒也有不同的标

准。有的标准很严，有的则很松。其中少林派只收男徒，峨眉派和灵鹫宫只收女

徒，其它门派则男女兼收。少林派和峨眉有出家弟子和俗家弟子之分，出家有种

种不便之处，但是可以学到某些高深的功夫。 

经验值超过1000以后改投别的门派即为判师。叛师是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过

程，相当于半死了一次，因此在选择门派时一定要慎重。在同一门派中改换师傅

不算是叛师。 目前判师的处罚是，每增加判师次数一次，新的师傅会保留(20×

判师次数)级别的武功不教你，并且不能跟师傅切磋武功。有些门派的绝招在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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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之后将不能使用或者效率大大降低。 

想去哪个门派，得看个人的喜好。你可以一开始就拜师，也可以等熟悉一阵

儿之后再拜，但要仔细阅读各门派的帮助，有的门派只收新人，如明教要求经验

100以下，大轮寺和神龙岛要求经验1000以下，丐帮要求经验2000以下。另外有

些门派不收经验高过一定程度（5000）的普通百姓，比如少林、武当、古墓、日

月、天龙等。经验高的未拜师的百姓玩家尤其要注意。 

1.1.1.4 礼物 

南侠给新手的礼物并不多（多的是提供了N个快速成长的途径），在中央广

场可以pick guo，然后up，到赏月台，ask lver about 月饼，可以得到一个月饼（咸

月饼加精力，甜月饼加内力）。新手在离开新手村后会有个路引，可以在室外直

接去其他大地图，但是随着经验和年龄的增加会消失，请尽快使用。 

1.1.1.5 成长 

南侠中，基本没有全自动的效率高的挣经验的机器人，所以进来就要机器人

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以下是个人推荐的成长方式：0-1000000：help tasks，推

荐0-5w钓鱼（也可以配药、送信、打猎），5w以后红豆或者慕容。 

记住了，现在有新手任务的门派不让做这些公共新手任务了。 

现在大部分门派有了新手任务，记得离开新手村后，要先拜门派，然后做本

门派的新手任务。10w以后选择就很多了，比如可以做慕容任务，还有帮岳不群

送信。值得一提的是，在扬州的武庙有一个hongdou npc，ask hongdou about 开

心词典，可以通过答题获得一定的潜能和经验，也就是常说的红豆任务，任何时

间都可以去问，答错没有惩罚，但是答题的数目有上限，现在一般30W经验以后

再去一次做完，完美可以拿到15Wpot。 

南侠最TOP的任务是：胡一刀，保卫，萧峰，韩世忠，漂流，韩员外，萧半

和，慕容，护镖和task。想成为南侠的高手，必须都要体验这些成长方式。 

1.1.1.6 提示 

请密切留意【系统公告】。 南侠的地图不太大，但是地图的帮助还算齐全，

新手记住一个命令：localmaps，很好用的。在南侠的论坛上，集成了一个包含南

侠路径的zmud，可以下载来使用，如果一些路径不熟悉，可以去wiki里面找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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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经常看论坛和帮助，也许有一些新的发现。如果你到达某个地图找不到地

图上的某个房间，可以用localmaps + 房间名称 来找房间 南侠还有个特殊的帮

助系统叫大高手系统，在系统内使用helpme ask xxx(求助内容)，就会有系统机器

人来给出相应的回答。 

1.1.2 连接方式 

游戏： 

游戏地址：112.126.83.105 端口:5555 

论坛： 

www.jnxkx.com 

1.1.3 命令 

1.1.3.1 命令一览 

标准命令 

ask， auto_reply， beg， check， close， drop， emote， enchance estell， fight， follow， 

get， give， go， guard， halt， hit， hitall， jingji*， kill， killall， look， lookin， loving， 

open， put， remove， reply， say， semote， shichou， sleep， steal， team， tell， unwield， 

vote， wear， webuser， whisper， wield， zmuduser 

玩家命令 

alert， alias， cemote， describe， destroy， do editedmote femote， finger， hatred， help， 

hp， id， inventory， job， locate， maimai， maphere， mudage， mudlist， music， news， 

nick， paihang， paimai， passwd， pr， quest， quit， save， sc， score， set， setfrd， 

setmail，sms， slaughter， sos，suicide，task， time， title， to， top， tune， unset， 

unsetfrd， uptime， version， whistle， who， wimpy， wizlist，status_me 

功夫相关 

abandon， accept， apprentice， bai， baishi， bei， cha， createskill， dazuo， du， dz， 

enable， enforce， exercise， exert， expell， fangqi， jiali， jifa， kaichu， learn， lian， 

nuoyi， part_abandon， perform， practice， prepare， quanjia， recruit， research， respirate， 

scan， selfpractice， selfthinking， shou， skill， skills， study， train， tuna， verify， w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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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yun 

1.1.3.2 命令解析 

1.1.3.2.1 标准命令 

3) ask <sb> about <sth> 向别人打探某件事情，<sb> 是指别人的id，这个

命令 在解谜时很重要，通常需要ask才能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4) auto_reply 设定自动回复信息 

5) beg <sth> from <sb> 向某人乞讨，丐帮弟子才能使用 

6) changewield 交换左右两手的武器 

7) check <sb> 打听别人技能，丐帮弟子才能使用 

8) close men，close door 关门 

9) drop <sth> 丢弃某种物品 

10) emote 做一个系统没有定义的动作 

11) fight <sb> 要求别人与你进行战斗，这种形式的战斗是点到为止 

12) follow <sb> 跟随别人一起行动 

13) get <sth> ；get all 捡起物品 

14) give <sb> <sth>；give <sth> to <sb>  给别人东西 

15) go <方向> 或者直接用<方向> 移动到某个方向 

16) guard <方向> ；guard <sb> ；guard <sth>  守卫某个方向，物品或人

物 

17) halt 强行中止正在进行的动作 

18) hit <sb> 强迫对方与你战斗，可以一直hit直到对方昏迷 

19) hitall <sb> ；hitall 强迫同一房间内的所有npc与你战斗 

20) kill <sb> 主动开始攻击一个人物，并且试图杀死对方。如果对方是 NPC 

的话，他们也会同样对你使用 kill。 

21) killall；killall <sb> 对同一房间内的所有npc下 kill 指令 

22) l | look；look <sb> ；look <sth> ；look <方向>  看物品、人、方向等的

详细信息 

23) lookin <sb> 使你可能看清楚带面具玩家的真面目。 

24) loving 夫妻间亲热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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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open door 打开门 

26) put <sth> in <容器> 把物品放到某容器内 

27) remove <衣服等>；remove all 脱下衣服、盔甲等 

28) reply <信息> 回答刚才tell你的人 

29) say <信息> 说话，同一房间的人都可听到 

30) semote 列出所有可以使用的emote 

31) shichou <sb> 若你与别的玩家结仇，见面会自动kill，用此命令解除结仇

状态 

32) sleep 睡觉，是快速恢复精神和体力的方法。 

33) steal <sth> from <sb> 偷窃别人的东西 

34) team <sb> 组织队伍 

35) tell <sb> <信息> 告诉玩家一些信息，只有你们两人能看到 

36) unwield <武器> 放下手里的武器 

37) vote 提议对某人采取行动，由大家投票决定。如果五分钟内没有人附议，     

投票会自动取消。当前可以有如下<动议>： 

38) chblk: 关闭某人交谈频道，需三票以上的简单多数同意。 

39) unchblk: 打开某人交谈频道，需三票以上的三分之一票数同意。 

40) wear <衣服等>；wear all 穿上衣服，最好不要在街上裸奔…。 

41) whisper <sb> 对同一房间的人说悄悄话 

42) wield <武器> 装备武器 

1.1.3.2.2 玩家命令 

1) alert 朝廷官员召唤高手保护自己的命令 

2) alias 设定一些命令替代系统提供的命令，可用$1 $2 $3 等参数 

3) cemote 模拟系统的emote做一个动作 

4) describe 设定别人look自己时的描述 

5) destroy 销毁礼品 

6) do <次数> <命令> 将命令重复10次以内 

7) femote <pattern> 查找含有<pattern>字样的emote 

8) finger 查询玩家连线资料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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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tred 查询你的师门和别的门派间的关系程度 

10) help <主题> 寻求关于某一<主题>帮助 

11) hp 显示自己的精神，气血等信息 

12) id 显示自己身上的物品id 

13) inventory；i 查询自己身上的物品 

14) locate <task物品名> 查找task物品的位置 

15) maphere 显示附件的地图 

16) mudage 显示自己在mud中度过的时间 

17) news 看看有什么新闻 

18) nick 给自己取个响亮的外号 

19) paihang 显示在线高手名单 

20) paimai 拍卖物品 

21) passwd 修改自己的mud密码 

22) quest 显示自己现在需要完成的任务 

23) quit 退出mud，回到现实世界 

24) save 保存自己的状态 

25) sc；score 显示自己的主要信息 

26) set 设定一些环境变量的值 

27) setfrd 设定好友名单 

28) sms 利用移动飞信给自己的手机发短信 

29) slaughter 杀死自己的宠物 

30) sos 向巫师求救 

31) suicide -f 再也不玩了，自杀吧。没有后悔药的，考虑清楚了 

32) task 显示task任务榜 

33) time 查询现实和mud时间 

34) title 看自己的头衔和外号等 

35) to 发送多行信息，如to chat；to rumor 

36) top 查询一下高手排行榜 

37) tune；tune <channel> 关闭自己的某个频道，无参数则显示现在收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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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 

38) unset 取消某个环境变量的设定 

39) unsetfrd 取消好友设定 

40) uptime 显示mud运行到现在经过了多长时间 

41) version 显示mudos版本 

42) votehelpnew 新手投票 

43) whistle 召唤自己的宠物 

44) who；who -l；who -w 显示在线玩家名单 

45) wimpy 显示自己的wimpy参数设置 

46) wizlist 列出巫师名单 

47) status_me 列出自己的各项战斗属性 有命令参数： -a/-b/-c 

1.1.3.2.3 功夫相关 

1) abandon | fangqi <技能名称> 放弃一项你所学过的技能，注意这里所说

的  「放弃」是指将这项技能从你人物的资料中删除 

2) accept <sb> 收某人为弟子， 如果对方也答应要拜你为师的话 

3) apprentice | bai <sb> 拜某人为师 

4) dazuo | exercise <数值> 将一定的气转化为内力 

5) du | study <bookname> <次数> 通过读书提高某种技能，必须会读书识字 

6) dz dz与dazuo不同的地方在于：dz在涨内力的同时还会增加内功的修习

程  度，内功等级到达一定水平后dz有可能会打通任督二脉，从而所有

先天属性会随机增加1－2点。但在dz时halt或者战斗等可能导致走火，

最大内力会减少一部分，特殊内功可能降级。所以最好在安全的地方dz

以避免走火。 

7)  enable | jifa <基本武功> <特殊武功> <none>  指定所要用的特殊技能，

需指明技能种类和技能名称。如果不加参数则会显示出技能种类及你目

前所使用的技能名称 ，如果加一个?会列出所有能使用特殊技能的技能

种类。 

8) enforce | jiali <数值>  每次击中敌人时，发出几点内力伤敌。enforce none 

不使用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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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ert | yun <功能名称> [<施用对象>]  用内力进行一些特异功能，必须 

enable 指定你要使用的内功。 

10) 内功的普通功能： 

 regenerate         恢复自己的精 

 jing               持续恢复自己的精 

 recover            恢复自己的气 

 qi                 持续恢复自己的气 

11) 内功的特殊功能（可能有些内功没有）： 

 heal               用内力替自己疗伤 

 lifeheal           用内力替他人疗伤      

 roar               用内力发出吼声，震昏同一房间的其他生物 

 powerup            用内力短时间内将自己的战斗力提高  

12) expell | kaichu 开除不成才的弟子，被开除的弟子所有技能都会降到原来

的一半 

13) learn | xue <技能> <次数>  向别人请教有关某一种技能的疑难问题，你

请教的对象在这项技能上的造诣必须比你高，而你经由这种方式学习得

来的技能也不可能高於你所请教的人，请教需要消耗自己的潜能。此外

学习也需要消耗一些精力，而消耗的精力跟你自己、与你学习对象的悟

性有关。当你要学习的功夫等级已经高于你的师父时，再学就是以切磋

的形式来学了。这时消耗的潜能、精力都是正常学习时的好几倍。除非

没有更厉害的师父可以拜了，否则还是尽量拜更高级师父以保证正常的

学习速度。 

14) lian | pratice <技能种类> <次数>  练习某个种类的技能，这个技能必须

是经过 enable 的特殊技能。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基本技能够高，可以经

由练习直接升级，而且升级的上限不能超过你的基本技能的等级 

15) part_abandon <技能名称> <级别数>  放弃自己某种技能若干级。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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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自己的技能等级时使用 

16) perform [<武功种类>.]<招式名称> [<施用对象>]  使用特殊招式，你必

须先用 enable 指令指定你使用的武功，不指定武功种类时，空手的外

功是指你的拳脚功夫，使用武器时则是兵刃的武功。可以用 <武功>.<

招式>  的方式指定，如：太极剑法之缠字决可以用perform taiji-jian.chan 

or perform chan 

17) prepare | bei <武功名称> [<武功名称>]  空手武功激发以后还需要bei才

能在战斗中使用出来，有些武功可用同时bei，就是互备。 

18) recruit | shou [cancel] | <对象>  收某人为弟子，如果对方也答应要拜你

为师的话 

19) respirate | tuna <数值>  打坐修行，将你的精转变成精力。当精力超过自

己的最大精力的两倍时最大精力就会增长一点 

20) skills | cha <sb> 查询自己或师徒、夫妻所学过的技能。 

21) train <动物> 训练动物，坐骑 

22) verify <武功英文名> 显示某种武功的功能及特殊招式 

23) wbei <兵器技能一> <兵器技能二>  组合使用的兵器类武功，使你在战

斗中能同时使用两种武功进行攻击。  哪些武功可以组合，请看具体武

功的帮助信息。 

1.1.4 环境变量 

1.1.4.1 简介 

您可用 set 指令来设定一些有用的环境变量，这些变量也会随著您的人物被

储存下来，如果有不需要的环境变量，也可以用 unset 删除。详细的使用方法请

参考 help set 及 help unset。 

1.1.4.2 部分环境变量 

1) brief： 

 <任意非零值> 

 设定移动时只看所在地简短的名称，如果您觉得网络速度太慢，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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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区域已经十分熟悉，您可以考虑采用 brief 模式以减轻网络负担。 

 setbf 3，显示即时地图、出口和物品。 

 setbf 2，会显示出口及物品。 

 setbf 1，会省略出口。 

2) custom_hp 

 <任意非零值> 

 自定义 hp 命令显示数值的方式 

 set custom_hp 1，【 经验 】 3208633 

 set custom_hp 2，【 经验 】 3，208，633 

 set custom_hp 3，【 经验 】 320.86万 

3) nowieldmsg 

 设置不接收其他玩家或者npc使用wield，unwield，wear，remove命令

时的信息。 

4) skip_combat 

 <任意非零值> 

 省略战斗信息。 屏蔽战斗信息，有四类，分别是1，2，3和4。 

 set skip_combat 1 屏蔽普通招式的信息。 

 set skip_combat 2 在1的基础上是屏蔽回合和互搏提示信息。 

 set skip_combat 3 屏蔽除受伤外的所有信息。 

 set skip_combat 4 是屏蔽所有信息。 

 上述设置都不屏蔽perform信息。 

5) broadcast_com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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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非零值> 

 接收他人的战斗信息，接收信息级别由skip_combat环境变量决定。

perform产生的战斗信息和本环境变量无关。 

6) refuse_tell 

 <任意非零值> 

 设定拒绝别人对你的谈话。 

7) no_teach 

 <任意非零值> 

 设定您现在不教您的徒弟技能，由於教徒要是要费精神，当徒弟不乖

时…。 

8) no_accept 

 <任意非零值> 

 设定您现在不接受别人 give 的物品。 

9) wimpy 

 <百分比> 

 当您的「精」或「气」低於这个百分比时就会自动找机会逃命。 

10) learn_emote 

 1 

 会显示闲聊频道中别人动作的emote。 

11) public 

 1 

 公开你注册的email地址，让别人更方便地联系你。 

12) answer_<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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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别人问你关于<问话>的时候，即ask about <问话>时自动回答<回答>设

定的内容。可以用$N代表自己，$n代表问你话的人。 

13) kill_msg 

 <字符串> 

 设定对别人下kill指令时你说的话。可以用$N代表自己，$n代表你要杀

的人，$R，$r，$S，$s分别代表自己和对方的（粗鲁）称呼。 

14) killall_msg 

 <字符串> 

 设定下killall指令时显示的内容。系统会自动用你的名字、感叹号和换

行符补全。 

15) no_autosave 

 <任意非零值> 

 避免系统自动定时为你保存档案。 

16) xx_poison 

 <字符串> 

 设定星宿毒掌普通攻击： 

 散毒 ：随机出自动perform。 

 内敛 ：普通攻击不带毒。 

 正常 ：普通攻击带毒。 

17) ningxue 

 <任意非零值> 

 设置云龙爪特殊攻击凝血神爪主动抓人，如果无参数则优先抓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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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兵器则抓人。 

18) jile npc 

 星宿派极乐刺不攻击玩家，否则攻击同房间所有人。 

19) no_ip 

 <任意非零值> 

 设置在who -i查询与使用者同地区的玩家时不列出自己。 

20) msgfilter[1-5] 

 <需要过滤的特定字符> 

 支持*作为通配符。 

 例如set msgfilter1 *深深吸了一口气 

21) food 

 可以饮用或食用所在房间的物品，不设置时只能饮用或食用自己身上

的物品。 

22) no_int_add 

 发现新区域不奖励先天悟性。 

23) pyh_deposit 

 鄱阳湖寻宝任务奖励把1/10存起来。 

24) pyh_no_siling 

 鄱阳湖寻宝任务用1/10经验奖励换取不出四灵类宝石。 

25) pyh piao 

 鄱阳湖寻宝不遇到钓鱼人传音，即不出现随机里程。 

26) bxs_old_pattern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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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老版字符验证，不设置就是图片验证。 

27) hubiao_additional 

 护镖在固定轮次出现附加任务。 

28) no_listen_npc 

 <任意非零值> 

 过滤部分npc在公共频道的发言。 

29) custom_sc 

 <字符串> 

 自定义 sc 命令的显示内容 

 -T 头衔 

 -A 年龄 

 -G 天赋属性 

 -F 门派 

 -D 死亡记录 

 -S 杀气 

 -B 银行存款 

 -L 等级 

 -E 经验 

 -SH 道德和潜能 

 -LO 门忠和声望 

 可以组合使用，比如 set custom_sc -T-A-G-F 

1.1.5 帮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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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帮助主题列表 

 faq ：一些常见问题 

 newbie ：新手提示 

 intro ：江南侠客行游戏介绍 

 history ：江南侠客行历史 

 board ：留言板使用指南 

 channel ：各种频道说明 

1.1.5.2 玩家相关(user) 

 cmds ：命令说明 

 userlife ：生活相关提示，买房、结婚、拍卖、宠物、礼物、定兵器等 

 rules ：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 

 settings ：游戏参数等的设定 

 business ：商业系统 

 suicong ：随从 

1.1.5.3 任务(tasks) 

 task-menpai ：门派独特任务 

 task-newbie ：新手任务，适合新手做，一般有经验限制 

 newbie-xingxiu ： 星宿新手任务 

 newbie-shaolin ： 少林新手任务 

 newbie-wudang ： 武当新手任务 

 newbie-mingjiao ： 明教新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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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bie-huashan ： 华山新手任务 

 newbie-emei ： 峨嵋新手任务 

 newbie-taohua ： 桃花新手任务 

 newbie-riyuejiao ： 日月新手任务 

 newbie-gumu ： 古墓新手任务 

 newbie-tianlong ： 天龙新手任务 

 newbie-quanzhen ： 全真新手任务 

 newbie-gaibang ： 丐帮新手任务 

 task-public ：公共任务，中后期成长的主要途径 

 task-bxs ：百晓生 

 task-baowei ：保卫襄阳 

 task-cjg ：藏经阁 

 task-haizhan ：甲午海战 

 task-han ：韩元外复仇 

 task-hubiao ：护镖 

 task-husong ：护送 

 task-huwei ：护卫 

 task-huyidao ：胡一刀 

 task-jiaofei ：剿匪 

 task-mpbiwu ：门派比武 

 task-murong ：慕容玉玺 

 task-piaoliu ：鄱阳湖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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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shenni ：神尼 

 task-skf ：史可法 

 task-songxin ：华山送信 

 task-task ：task任务 

 task-tqt ：铜雀台 

 task-tmz ：投名状 

 task-wananta ：万安塔 

 task-xbh ：萧半和鸳鸯刀 

 task-xiaofeng ：萧峰 

1.1.5.4 武功相关(kungfu) 

 kungfu-book ：读书指南 

 kungfu-force ：内功介绍 

 kungfu-level ：级别介绍 

 kungfu-public ：公共武功 

 kungfu-selfcreate ：自创武功 

 kungfu-special ：特殊技能 

1.1.5.5 秘密提示(mimi) 

 mimi-bhd ：冰火岛 

 mimi-book42 ：鹿鼎山 

 mimi-chushi ：出师 

 mimi-equip ：随机装备 

 mimi-gem ：宝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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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i-pker ：杀手帮 

 mimi-qilincun ：麒麟村 

 mimi-xkd ：侠客岛 

 mimi-ywm ：岳王墓 

 mimi-yideng ：一灯大师 

 mimi-gaojibingqi：高级兵器 

 mimi-hubo ：左右互搏 

 mimi-bazhen ：江南八镇 

 mimi-yaopu ：晋阳药铺 

 mimi-youfang ：游方和尚 

1.1.5.6 门派列表(menpai) 

 menpai-baituo ：白驼 

 menpai-chaoting ：朝廷 

 menpai-dalunsi ：大轮寺 

 menpai-emei ：峨嵋 

 menpai-gaibang ：丐帮 

 menpai-gumu ：古墓 

 menpai-huashan ：华山 

 menpai-lingjiu ：灵鹫 

 menpai-lingxiao ：凌霄城（雪山） 

 menpai-mingjiao ：明教 

 menpai-murong ：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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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pai-quanzhen ：全真 

 menpai-riyuejiao ：日月教 

 menpai-shaolin ：少林 

 menpai-shenlongjiao ：神龙教 

 menpai-taohuadao ：桃花岛 

 menpai-tianlongsi ：天龙 

 menpai-tiandihui ：天地会 

 menpai-wudang ：武当 

 menpai-xingxiu ：星宿 

1.1.5.7 地图列表(maps) 

 map-jnxkx : 江南侠客行总图 

 map-baituo ：白驼 

 map-beijing ：北京 

 map-beijing ：朝廷 

 map-bhd ：冰火岛 

 map-changan ：长安 

 map-changbai ：关外 

 map-changjiang ：长江 

 map-changjiangnorth ：长江北岸 

 map-chengdu ：成都 

 map-dalicheng ：大理 

 map-dalunsi ：大轮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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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dyd ：钓鱼岛 

 map-emei ：峨嵋 

 map-fuzhou ：福州 

 map-gaibang ：丐帮 

 map-guiyun ：归云庄 

 map-gumu ：古墓 

 map-hangzhou ：杭州 

 map-huanghe ：黄河 

 map-huanghenorth ：黄河北岸 

 map-huashan ：华山 

 map-jiangzhou ：江州 

 map-jiaofei ：铁掌峰 

 map-jiaxing ：嘉兴 

 map-kangqin ：康亲王府 

 map-kunming ：昆明 

 map-lingjiu ：灵鹫 

 map-lingxiao ：凌霄城 

 map-lingzhou ：灵州 

 map-lingzhou ：灵州 

 map-luoyang ：洛阳 

 map-meizhuang ：江南梅庄 

 map-mingjiao ：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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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murong ：慕容 

 map-nanchang ：南昌 

 map-pingxi ：平西王府 

 map-pker ：杀手帮 

 map-quanzhen ：全真 

 map-quanzhou ：泉州 

 map-qufu ：曲阜 

 map-riyuejiao ：日月教 

 map-saiwai ：张家口 

 map-shaolin ：少林 

 map-shenlongdao ：神龙岛 

 map-suzhou ：苏州 

 map-taishan ：泰山 

 map-taohuadao ：桃花 

 map-tiandihui ：天地会 

 map-tianlong ：天龙寺 

 map-tiantan ：天坛 

 map-wudang ：武当 

 map-xiangyang ：襄阳 

 map-xiaocun ：华山村 

 map-xingxiu ：星宿 

 map-xinyang ：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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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xkd ：侠客岛 

 map-yangzhou ：扬州 

 map-yashan ：牙山 

 map-yideng ：桃源 

 map-yingtianfu ：应天府 

 map-yueyang ：岳阳 

 map-ywm ：岳王墓 

 map-zhenjiang ：镇江 

 map-zhongyuan ：中原 

 map-zijin ：紫禁城 

1.1.5.8 巫师相关(wiz) 

 wiz-apply ：巫师申请 

 wiz-cmds ：巫师命令 

 wiz-progrule ：编程规则 

 wiz-rules ：巫师规则 

 wiz-settings ：巫师设定 

1.1.6 南侠渊源（by 太甲） 

时间过的真快，眨眼间距离我们在隔壁罢玩已经一年了。 

南侠一年来有了许多新同学，对于南侠与北侠的关系，都多少有些好奇。值

此北侠罢玩一周年之际，就由我这个亲历者来讲讲事情的整个经过吧。 

北侠起自方舟子的北美侠客行，延续至今开服近20年，算是国内硕果仅存的

老资格了。北侠20年的账号完全保留，但除了hash大人这样的活跃玩家，几乎很

少有人玩的太久。据某北侠巫师的说法，北侠玩家的寿命基本在3-5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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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久了，基本就会离开。我最初也基本符合这个规律。太甲在北侠大约是2012

年7月左右建号，年底的时候，因为出现一些变故，很少有大块时间来玩mud，

就托管给了朋友。Mud没时间上了，qq群和论坛还是天天潜水了解的。到了14

年底，15年初，又开始空闲，要回了账号，重新再入江湖。恰逢北侠大事件发生。 

窃以为，北侠巫师认为一般的mud玩家寿命只有几个月热情，之后就会离开，

而北侠是一个长期存在、发展的庞然大物。玩家作为北侠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客，

领略到自己那瞬间的美妙就足够了。但是很不幸，有些人并不想只做一个匆匆过

客，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这样那样的朋友，想以此为平台多驻足一会。正如快餐店

一样，北侠希望能吸引大量的客源，而又想减少每个顾客的停留时间，毕竟带宽

是有限的，mud真心拖不动太多账号同时在线。Kfc的做法是改变空调温度，夏

天温度极低，而冬天温度极高，这样顾客在刚刚进店的时候，会感到非常舒适，

而时间稍旧就会坐立难安，自动离开。     巫师的一个有力的做法就是不断更

新，不停的更新会给外界释放一个生生不息、欣欣向荣的信号，可以召唤新人进

入。而对内，不停的更新则会挤压老玩家的既得利益，实现腾笼换鸟。吾生也晚，

故老传说在北侠的历史上，曾有多次大规模的更新修改，比如引入fullme系统，

增加长江黄河，武器双持攻击修改，buff叠加修改，出师后内功修炼修改等等，

每次修改过后，都会有大批老玩家离开。 

在我回归前后，玩家面临一次巨大的修改。巫师又要动六脉了。我为什么要

说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又”。在我12年建号之前，我就在宇宙流的

群里胡混，我的师傅宇宙心灵当时就建议我玩天龙，因为六脉很强，而且刚刚cut

过，不会再cut了。我听了师傅的话，就进了天龙，做了我的太甲。（太甲这个名

字是殷商的一个王的名字，商朝的王基本名字里都有一个天干，比如太甲、帝乙、

武丁、盘庚等等，我觉得挺好听，其他几个有重名的，我只轮到太甲，即令一听

就说这个名字不好，太甲、太假，不好不好。当时的文青师兄若雨则说伊尹放太

甲，不吉利。） 

没玩几天，mud里系统大卡，巫师开始各种找原因，说是有太多人在朱熹那

里挂潜能，导致系统负担过重，cut掉了朱熹挂潜能的任务。可系统卡顿如故。

朱熹遭受不白之冤，再也没有平反昭雪恢复任务(我怀疑是被谋杀)。没过多久，

巫师又开始抽疯，认为天龙寺门派之下应该都是和尚，应该排辈分，王语嫣、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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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不改算天龙的master，不该拜他们。这样，就断了天龙学九阴白骨爪的路子。

女号也强制变性，男号变成本字辈。这是大规模的修改，照之前的先例，属于强

制拆迁，给出政策，在强拆出台前的天龙号，可以保留六脉、一阳指，无损脱离

天龙。这样历史性的造成有一批有六脉的小bug号。后来在我afk的时间中，有一

次对于朝廷的修改，其实也是第二次大改朝廷了。之前cut过朝廷召唤大内侍卫，

那次我没赶上，后来是把朝廷从大清改成了大宋，也算强拆，放玩家无损脱离，

补偿损失内功的潜能。因为在北侠中，六脉的物理攻击无出其右，还不需要内功

激发，北冥内功有可以兼容所有内功，所以绝大多数的主id都会选择有六脉的组

合，再加上曾经强拆天龙带来的六脉号，这点极为巫师所诟病，认为这样并不是

一个合理的状态。 

其实，巫师的这个观点很对，六脉相对于其他门派的攻击来说，确实很不平

衡。因此而导致玩家用脚投票，都去选择六脉。巫师看来，最简单而且有效的办

法就是cut六脉，第一步是阉割之前天龙拆迁时的小bug号，让他们发出pfm时需

要自身有枯荣神功支持。这个设计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因为天龙的主打内功北

冥神功在过劫难前并不能兼容本门的枯荣神功，在劫难后，枯荣神功就是个垃圾，

出师号几乎都没有人学枯荣去占用灵性。这样就殃及绝大多数天龙出师号。第二

步，将天龙变成纯门派，只有纯天龙号可以享受原有待遇，出师离开天龙或者进

入天龙，六脉的攻击都会受到极大削弱。天龙本门的busy叫杀，首先基本不能做

萧峰，气血相对较短，不太适合做胡一刀，内功没有buff，导致纯天龙的任务能

力并不很强，一般通行的组合或是去少林求busy推车、或是去武当求气血、busy

手动，或是全真出天龙求buff发展，甚至有其他天龙自杀出古墓，天龙出大轮暴

力到底等等路线设计。北侠当时比较稳定的玩家，都会有一个出师规划，一个出

师号的练成，一般至少需要三到五个月时间，后期机器人比较完善，对任务熟悉

后，一般也至少需要两个月的全力投入。遑论有些同学的二出路线设计，基本都

要以两三年记，这些号里，几乎都会涉及天龙。巫师就直接动了多数人的奶酪，

静电首先发难，宣布如果cut六脉就会离开。电总当时在北侠导师中风头一时无

两，手下清水帮会众将近200，兼有丰满、苏小小的泛清水流作为支撑，总人数

大概有300左右，平时在线id数能保持在100-200左右。静电的声明，引发座下大

弟子渡开的强烈愤慨，誓与导师共进退，在论坛发帖，组织城管大队屠城，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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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巫师的不满。多数老玩家对于巫师的cut心有戚戚焉，对于屠城行为均表示默

许，只有部分新手对此表示不解或根本漠不关心，一时间谣言四起，各种小号被

杀无数。巫师则对此完全放任，最后好像ban掉了开会的id。江湖上也就慢慢平

息。巫师对于六脉继续秉承管杀不管埋的精神，不给任何补偿。 

太甲作为天龙寺的传人，以南传佛教进入少林修习汉传佛教，马上要被搞成

半残，当然也是非常不爽。我玩游戏一般都是酱油党，pk实在不擅长。只有以我

的方式，继续对巫师施压，在1月20号左右，联系了我们宇宙流的令狐虫虫，准

备组织泛宇宙流与泛清水流的玩家进行罢玩，让玩家用脚投票，表达大家对于cut

的反对，定于2015年2月1日到7日，进行7天罢玩，非暴力不合作。停止进入北侠

游戏和论坛，降低访问量，以此对巫师组施压，换取制度性的拆迁补偿。因为太

甲账号已被北侠purge，一切当时的言论都被删除。 

我印象里提出几条设想是， 

1、大幅度的游戏修改需要事先公示， 

2、组织玩家公会与巫师进行关于游戏修改方向和幅度的讨论，让玩家有对

修改的发言权， 

3、对大规模修改的门派玩家进行补偿，包括无损转换门派和修改天赋。当

时我和虫子都怕会被巫师强行删帖或者扼杀抗议活动，提出如果顶贴及参与罢玩

的同志受到损失，我们会尽力提供宝石补偿（谁知道这也成为我日后被purge的

罪名之一）。 

巫师组在发现帖子之后，迅速请出早已afk多日的nol等人回来洗地。Nol居高

临下的对我们的罢玩活动进行了驳斥和反对，被我无耻的嘲弄一番，nol自己删

除了主贴，从此结下了梁子。 

巫师组不甘心nol受气，给了她一个wiz的称号，号称主管门派策划事宜，在

我们罢玩的头一天，即2015年2月1日上线了几个门派的修改，主要包括三条 

1、圣火令法出师后可以继续练习， 

2、古墓出师后，玄铁剑可以继续练习。 

3、雪山外功的pfm不再需要雪山内功支持。 

基本都属于放宽了之前的门派限制，释放对玩家利好消息。更有巫师在线给

玩家发放中断一年之久的实名称号（之前无数玩家论坛发帖申请实名，巫师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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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脱不知道怎么发放）。巫师还对在线玩家发放面具，可以隐藏自己id。又停止

who及who –l命令，让玩家无法知道到底谁在线，号称可以保护玩家隐私，以

及防止打击报复。 

北侠论坛与游戏相连，有窗口可以看到在线玩家，我们就通过这个端口去看

到底还有谁在挂机，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去联络沟通，尽量让对方下线。因为巫师

的cut波及面太大，多个热门门派都被腰斩，即时某些老玩家对于cut并不太在意，

也基本都能给个面子退出游戏，避避风头。 

至于后来巫师说的我们以pk相威胁根本就是个笑话。 

首先，罢玩期间我们都不上线，谈不上pk； 

其次，我和虫子当时都是发表了署名的公告，对于自己账号何时会被pg都不

确定，自己都朝不保夕，还pk别人干什么。后来巫师发现我们可以通过网站看到

在线id，端口也被封闭。 

最后经过多方努力，北侠在线id数由平时的300-400人，降低到120左右。任

务id极少，基本都是些不知所谓的新人或者挂机号，还有些上去看热闹的小号。 

罢玩几天之后，游戏内极度萧条，巫师在主群出面，要求2.7（具体日期我

记不清了）日在游戏中进行谈判，讨论修改事宜。因为那个日子是在预定罢玩期

间，我们认为不能自食其言，所以拒绝参加。 

后来就改到了2月8号还是9号。在这期间，消失很久的icer和jason都在qq主群

出现，与玩家亲切交流互动。并与太甲发生口角，由icer亲自把太甲踢出主群。

对于icer的出现，我只记得一句话：“玩家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玩家，

巫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 

我的观感是，不是玩家变了，是整体的大环境变了，在icer主政的十几二十

年前，北侠只是众多网游中的一个，巫师对游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动，玩家能接

受固然好，不接受换别家也就是了，相近的选择有很多。而到了2015年，整体环

境完全不同了，泥巴已经走向没落，几乎没有真正的新手，玩家的年龄段基本都

在30-40岁左右，是在1996年-2002左右的黄金期曾经接触过泥巴的老玩家。而且，

在icer时代，玩家普遍上网时间受到很大制约，多数人很难有条件有过多的时间

投入，每天能保持玩一两个小时就算过得去了。而到罢玩阶段，很多人已经开始

使用挂机宝，365*24小时在线，对于北侠的规划和投入已经大大超出之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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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cut后的打击和失落也会极大。而且我看到有帖子说，在初期的北侠，做到几

十还是一百M经验之后就会无事可做，而在后期，只有出师之后，才是一个成熟

id养成的开始。玩家对于游戏的粘着性增强，却并不是巫师所乐于看到的。这点

我开始并不理解，后来我慢慢想通 了。 

在北侠模式下，每个门派都有所谓的侧重和特点，这也就造成了每个门派的

不足，玩家通过出师、叛师、偷师来补足。随着游戏的发展，叛师、偷师的路子

逐渐被堵死。一些老玩家的老账号，就成了绝版，这样就造成了游戏的不平衡。

而这又不是一个可以堂而皇之pg账号的罪名，巫师就只有进行进一步的围堵，比

如一些门派的纯门派化，以及后来搞的一些技能必须需要有出师的mark才能使用

的规定。这样就可以给老玩家造成冲击，让他们默默离开，而又可以取悦于新玩

家，给他们一个出头的希望。可新玩家哪里会想到，明天他就是被砍的老玩家。 

北侠就如一个军营，老兵永远压着新兵，但老兵也会带着新兵，给他们以各

种各样的帮助，让他们留下。其实，北侠和很多侠客行类游戏一样，游戏本身对

于新手是极度不友好的，初期发展极慢，学习速度极慢，即时是我练个小号也是

骂声不断，叫苦不迭。于是北侠引入了导师制度，由玩家申请成为新手导师，对

新人进行帮扶，当新手达到10m经验，基本融入北侠后，给予导师一定导师积分

的奖励，可以从巫师处换取一些特殊的奖励，比如某个功夫，或者无损脱离门派

等等。毋庸置疑，导师制对于维护北侠新人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同时，同

一个导师流派下的玩家的凝聚力又是巫师所不想看到的。 

在我afk的过程中，曾经有次美国大选，有巫师在论坛组织盘口开赌，事先

收 取 玩 家 的 宝 石 。 事 后 装 死 狗 翻 脸 不 认 账 。

（http://pkuxkx.net/forum/viewthread.php?tid=34508&highlight=%B6%C4）其中受

损的就有我两位师兄若雨和烈枫兄弟。这兄弟俩都是宇宙流弟子，后来都因为热

心mud，成为玩家导师。其中哥哥烈枫的弟子包括qdz，qincl等人。 

某日，烈枫与人在mud里chat，自诩做了个全自动百晓生机器人，众人各种

嘲讽艳羡，不一而足。然后就被巫师关了小黑屋，理由了全自动百晓生。烈枫顿

足捶胸，表示只是大家一起吹牛，怎么还要上税。真做了全自动百晓生，肯定偷

偷用，怎么可能chat出来暴露目标。巫师铁面无私，既然你丫自称没有全自动，

那就证明你没有。烈枫百口莫辩，老子狗屁都没有，咋个证明？！最后好像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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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拨通了某个大巫师的电话，为烈枫背书，烈枫才重获自由。弟弟若雨是个文青，

曾 经 写 出 一 篇 华 瀚 《 暗 黑 破 坏 不 了 我 的 神 》， 四 处 推 广 北 侠

（http://pkuxkx.net/forum/thread-29863-1-2.html） 。在jason担任百度mud吧的吧

主期间，jason和贴吧成员之间发生冲突，被罢免了吧主。若雨也不遗余力废寝忘

食的为jason洗地。终不免始乱终弃。若雨在论坛讨债未果，门下弟子自发在ct

静坐抗议，好像也受到处罚。若雨最终离去，众弟子飘零不见。自此，宇宙流门

下两大分支基本断绝。掌门宇宙心灵在2013到2014年度也只收了一二十位徒弟，

江河日下。与之相反的是，清水流的兴旺发达。静电清水在自己经验达到top1的

同时，发展了一个拥有200人以上的泛清水门。门下弟子传说排到158位，组织相

当严密，互相之间以序号相称。其中风满楼与苏小小也都开枝散叶，有数十门徒。

泛清水流成为北侠第一大势力。各个导师流都对巫师组的修改不满，一经联络，

都同意在罢玩期间停止上线。 

巫师在玩家间安插有卧底，对于我们通过导师流派进行联络的方式极为不满。 

于2月1日罢玩当天，单方面撕毁协议，废除导师流派，强行将导师流改为帮

派。（http://pkuxkx.net/forum/thread-38850-1-1.html）。因为我曾经见过当初那个北

侠私服，觉得可以设法拿到对方代码，静电等人也提出如果我能搞到代码，就可

以去找服务器。今日想来，巫师组就是以此为依据，认为是我和静电组织盗的北

侠代码，再开南侠。北侠私服的事情，我宇宙流前师姐，现任北侠巫师子襄，曾

经和我同时进入。至于我的技术能力，是否可以搞定北侠代码，子襄也是非常了

解的。当然，如果非说我上淘宝找到黑客破解了北侠密码，我还真无法提出反证。 

北侠巫师对于游戏颠覆性的修改，给玩家造成极大的不安全感，一时间人人

自危。大家纷纷在论坛发表对于肆意修改的反对意见，个别人言辞激烈。先后被

封号、禁言。我与丰满在巫师做出封号的决定后，都曾经在北侠论坛发帖喊冤。

我的帖子当即被删。丰满的帖子存活了至少一两天，今天去找，也没看到了。 

在我被pg之后，我收到消息，确实有人得到了北侠源码，并且提供给静电，

静电将据此再开南侠。得到代码的人和我说，jason在源码被盗后，连个电话都不

打给他，根本不当他是朋友，又在罢玩后罗织罪名，打击报复罢玩玩家，这才把

代码提供给静电，再开南侠。 

其实，作为一个过气的老游戏，北侠对于玩家的吸引力并不是游戏本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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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就那几个任务，天天玩，玩上上千个小时，重复几千几万次，谁能不腻。就算

出师，做任务好些，还不是那几个任务翻来覆去。真正吸引人的是北侠的氛围，

玩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北侠只是个让一帮大叔闲来无事可以吹牛打屁的养老院，

至于经验宝石本身，真的只是浮云。玩家对于巫师组的修改最大的意见就是一直

受到极大的挫败感和不安全感，就是因此而纷纷离开。引用一句永远健康的hash

大人的名言：“让玩家沾点便宜又怎么样，服务器又不会怀孕！”巫师组一直以高

经验老玩家为假想敌，又以吸引新玩家为己任。在罢玩的2月2日，一个注册不到

一个月的玩家在北侠论坛提出汝州地图有误，不到12小时之内，巫师seagate立即

回复并修改了地图（http://pkuxkx.net/forum/thread-38860-1-15.html）。直接导致多

数玩家机器人无法正常运行。而玩家实名认证则长期被各种推脱，比如imtt甚至

1m 申 请 实 名 ， 玩 到 120m 后 都 无 法 获 取 实 名

（http://pkuxkx.net/forum/thread-38081-1-12.html）。 

一声叹息，我终离北侠而去。 

1.2 新手必读 

1.2.1 南侠经验节点新手备忘及指南 

 

1.2.2 南侠新手指南（v20111010） 

基本转自zgbl，kaihui更新 

首先，推荐几篇指南： 

进来后，建议先花时间，把help里面能看的都看掉。不要怕麻烦，这是绝对

有用的，特别是help list、help cmds、help user、help kungfu、help tasks，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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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help menpai拣自己要去的门派先多了解了解。然后，后面挂机的时间里，请

不要离开电脑，花点时间好好的转转论坛，特别是新手上路和机器人专区，还有

北大侠客行玩家区所有板块的置顶贴，都不要漏掉。看完这些，相信你在南侠已

经可以基本自由行走了。 

1.2.2.1 人物注册与拜师 

进入游戏，人物注册就不用我说了，具体属性配置，大家可以去论坛看看或

者到QQ群请教，建议先看wiki高级篇的门派指南。要注意的是，先天悟性最好

不要小于20，因为绝大部分书籍都是20悟性才可以读。阅读要求小于20的，只有

圣经，10悟性就可以，但是圣经太少太少了，我曾经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本，所

以，建议大家先天悟性至少选择20（不要为了bt就选10先天悟性，10先天悟性的

后果是特殊内功修炼缓慢，学习效率降低，悟道、领悟效率降低，还会影响拜师）。

注意：先天悟性影响skills的最高等级 

注册人物完毕后，进入到新手训练营。首先出现的地方可以修改先天属性，

具体怎么改就看大家的发展方向了，不过，我推荐福缘（如果已经决定以萧峰任

务为一辈子的主打，可以选择福源10，不过很不推荐）和容貌30（雪山最好容貌

10）。如果没玩过，建议在新手训练营一楼一楼地走上去，熟悉游戏。有一楼可

以进入一个村子，那里的农田里面可以工作赚钱，但效率太低，操作下了解下是

怎么回事就行了，主要是熟悉客栈、商店、当铺之类的作用和指令。学习技能那

楼，特殊技能没必要学习，基础技能随便学点，知道怎么操作就行了。 

如果是初次接触mud，请一定要在新手村熟悉了所有新手村教程。如果已经

出村了，请注册一个小号去村子里熟悉一下操作。村子里的提示都写在房间描述

里，用look指令查看 

到顶楼后，首先选择门派加入（因为许多门派对拜师有exp限制。另外，没

有绝对变态的门派，第一个号，强烈建议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门派，help menpai

可以看到各个门派的信息），然后去扬州。到了扬州，来到中心广场，有个礼品

树，pick tree得到果子，eat guo能够有奖励（经验好像1000，加50的最大内力精

力）。然后u，ask lver about 月饼，她会问你要什么月饼，甜的+内力，咸的+精

力，建议answer 咸月饼，然后eat yuebing（加40最大精力）。 

1.2.2.2 初始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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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的好，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人行江湖，没钱那是万

万不能的。那么，怎么在这个江湖中赚取第一桶金呢？ 

方法一：南侠是个气氛很好的mud，老手对新手非常热情。缺乏启动资金的

新人，可以用new或者chat频道向老手要几十gold，一般都有人会给的，别忘记说

谢谢哦~ 

方法二：捡破烂，这是一个相当好的途径。游戏里做任务时经常有许多价值

几十silver，甚至几gold的东西掉在地上，许多人都怕麻烦不管，这就是很好的一

个财源。捡破烂其实很简单，做几个触发器就可以，捡了拿到当铺（ct s e）卖掉，

所获得的收入会令你非常意外的，足够保证你玩很久很久钱都是多的存不下……

记得我疯狂捡垃圾的时候，每来一个新人都是派送100gold，钱还绰绰有余…… 

捡垃圾主要捡的是这些：蝙蝠血甲（bianfuxue jia）（40silver），铁甲（armor）

（24silver），皮背心（pi beixin）（32silver），金叶子（golden leaf）（80silver），

玉竹杖（yuzhu zhang）（80silver），冰魄杖（bingpo zhang）（80silver），游侠宝剑

（paladin sword） 

1.2.2.3 赚取初期经验 

如果你属于12大门派天龙 武当 丐帮 古墓 峨眉 星宿 桃花岛 全真 日月 

华山 明教 少林 中的一员，恭喜你，你不必去做无聊的钓鱼红豆任务，你的师

门对你有特别的照顾。去找你的师傅问问他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吧。新手任务不

仅可以增加经验，潜能，而且都对你将来的武功大成大有助益。 

请以上门派玩家不要钓鱼和红豆，会影响日后拜师甚至武功进展，先做完新

手任务，各门派新手任务都有完成情况的相关提示： 

少林寺新手任务详细攻略： 

http://www.jnxk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extra=page%3D1 

武当新手任务功略： 

http://www.jnxk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extra=page%3D1 

Zmud462武当新手任务诵经机器人的制作： 

http://www.jnxk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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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新手任务攻略： 

http://www.jnxk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extra=page%3D1 

天龙新手任务攻略： 

http://www.jnxk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extra=page%3D1 

明教新手任务攻略： 

http://www.jnxk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extra=page%3D1 

丐帮新手建议： 

http://www.jnxk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extra=page%3D1 

丐帮新人速拜洪七公指南：          

http://www.jnxk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extra=page%3D1 

12大门派一般都要求做门派任务到10万 

以下为非12大门派的新手初期发展，属于12大门派的见上面链接 

[2011-07-31 15:09:52] Zine更新  

 红豆/发呆以及其他调整  

 发呆室私塾对开放新手任务的十二门派全面禁止  

 其他门派大幅增长使用后的busy时间。  

 红豆对十二门派在300K之后开放  

 对于其他门派，分段开放，100K之前可以答题60次，200K之前可以答

题180次，300K之前可以答题300次  

 300K之后不限制，且潜能奖励提高   

关于开心辞典红豆答题。请大家载入红豆机器人（把connect触发里的id和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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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改成你的），从扬州客栈按F1便自动开始红豆答题。遇到机器人里面没有的题

目，会自动提醒，大家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等待30秒，答题时间过后再开始新

的答题，这样不算失败（红豆已经修改，超时算失败，请手动搜索答案以确保15w

的潜能！）；二是在另外那个红豆题库文件里进行搜索，相信应该能够找到。（红

豆机器人已经更新，题库没有的题目自动等超时，请不用再麻烦查找） 

红豆开心辞典答题，是初期得到潜能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红豆会对答题数

目进行计数，连续答对50题，可以得到1万潜能的奖励。然后机器人会自动退出

重新登陆，因为重新登陆后才会重新计数，继续赢取50题的奖励。红豆答题每人

可以回答500题，也就是可以赢取10次潜能奖励，加上答题本身的奖励，可以得

到大约15w潜能。（现在红豆任务被改难了，如果纯粹挂机，15w潜能已经是理想

状态，不过10w还是没问题的） 

然后才是最重要的，答完500题后，请马上把潜能寄存起来。地点就在红豆

这里，指令是cun XXXXX pot，存储的数目至少1万，每寄存1w潜能，需要花费1

两黄金的存款。需要潜能时，再qu XXXXX pot就可以了。能存多少存多少（储

存潜能要求必须保留至少3000潜能在身上），因为初期的潜能非常珍贵，而死亡

会失去大量潜能，所以要非常小心地使用。 

红豆完了之后，大概有3.7w左右的经验，然后开始下一步。 

记住，经验只能到10w，一定不要超过11w！ 

PS：鉴于目前钓鱼削弱实在太严重，推荐直接红豆，然后full skill，15岁做

慕容，或者做投名状任务（help task-toumingzhuang），或者红豆完full到73skill，

15岁做慕容到10w，然后full到100（若要护卫，保持73sk最好，如果100能有

powerup那可以full到100） 

PS2：有新手任务的门派，新手任务完成前千万千万千万别做红豆和钓鱼 

PS2：红豆最近出现news修改，请注意 

红豆/发呆以及其他调整  

发呆室私塾对开放新手任务的十二门派全面禁止  

其他门派大幅增长使用后的busy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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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对十二门派在300K之后开放  

对于其他门派，分段开放，100K之前可以答题60次，200K之前可以答题180次，300K之前可以答题300

次  

300K之后不限制，且潜能奖励提高   

可行的初期任务： 

红豆 

钓鱼 

门派新手任务 

桃源裘千丈投名状 

唱戏/舞剑 

送信 

帮嘉兴韩宝驹找马 

灵鹫有扫雪，朝廷有系列机器人 

可以长期挂机的任务： 

朱熹question 

GRE（仅500题） 

北京茶楼对诗 

抄经 

配药 

推荐成长方式： 

使用门派新手任务，或者公共新手任务（十二门派之外的），成长至5w左右

exp，然后进入下面两章 

wiki:robot:task有大量的精品任务机器人，“技术园地”精品区有海量精品机

器人 

好的机器人能有助于发展，但请不要太过于依赖机器人 

1.2.2.4 读书识字 

红豆答题完后，可以开始学习技能了。可以使用newbie机器人。在南昌跟朱

熹xue zhu for literate 1，学习一级读书写字，然后buy shu，用二两黄金买下一本

《说文解字》，然后挂机读书就行了。书读完时，你的读书写字就有101级了，悟

性也会增加10点。 

（读书顺序建议：读书写字－射雕－其他） 

读书写字读完后，去当铺（ct开始，s;e）把书卖掉，list book，看看有没你

需要的书籍。如果有旧竹片（banmboo），就用buy 旧竹片买下，然后回去继续

读，可以读到轻功3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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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可以在中央广场爬树（climb tree）提升轻功，不过效率很低，建

议还是后面找师傅学。 

基本招架和基本内功，可以读《射雕英雄转》，force和parry同时成长，用read

指令，可以读到180。当铺一般没有，可以chat找高手要，一般都能要到的。 

拳脚武功：ct输入luoyang，来到洛阳，然后w;n来到洛阳书店，list，有所有

空手武功的书籍，购买你需要的，2g一本，回去读吧，可以把该技能读到50级。

注意：除了读书写字之类的知识技能外，武功技能一定要保持平均，等级尽量保

持在相同的水平。 

基本剑法：当铺看看，华山剑谱，可以把基本剑法读到101级，如果没有，

chat请高手帮忙拿一本或者自己拿，20左右技能就可以拿到。 

基本刀法：当铺看看，飞沙走石十三式，可以把基本刀法读到101级，如果

没有，chat请高手帮忙弄一本 

具体各类书籍的得到方法，请参见南侠WIKI书籍部分 

1.2.2.5 开始学艺（机器人修改使用参见后面的机器人使用说明） 

基本武功学完后，就开始学习特殊武功了。同样可以使用newbie机器人。 

其他的特殊武功，记住，一种只用学一级。然后去客店二楼睡觉挂机练习，

不需要任何潜能。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把所有特殊技能都练满。（有人可能说，

初期练习太慢，用学习更好，但是我还是推荐练习。因为慕容做完50w经验，接

下来要把技能全部学满，消耗的潜能太多了，初期那十几w根本不够，所以能省

就省。有的空手武功练习时耗内力很高，可以考虑不练或者学习） 

特殊内功学完后，最好先不要忙着学其他的技能，用newbie机器人自动挂机

修炼内力和精力。大概也是需要几个小时，才能挂满。挂满后，quit在进入，可

以发现你的气血和精神上限都会大幅增加。 

wiki:robot:practise有大量的精品练功机器人，好的机器人能有助于发展，但

请不要太过于依赖机器人 

1.2.2.6 闯荡江湖 

做任务会有掉宝，闯荡江湖前请务必阅读help mimi-equip，help gem和help 

paimai，做任务掉的随机装备，可以在当铺s出售，不过强烈建议鉴定后chat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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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卖当铺还是卖玩家。如果掉了宝石，而自己等级不够储存，可以拍卖，按地宝

石10gold保底价起拍，高级宝石按比例乘上去 

少林，星宿，武当，明教，华山，峨嵋，桃花，日月，古墓，天龙，全真等

十二个加入了新手任务的门派，请勿红豆或者钓鱼，而是通过新手任务成长。  

技能都学好了以后，然后就可以开始闯荡江湖，也就是开始杀人了。 

之后新人的发展，最主要是依靠慕容玉玺任务，可以一直做到４0w经验（详

细指导可以参考南侠wiki）。当然，也可以做送信任务，具体可以参考南侠wiki 

来到ct，d;out;list，可以看到免费发放的新手装备清单。用draw xxx领取所需

的装备和武器。装备有5件，一共645防御。武器有2个，一共240攻击。 

然后就可以开始闯荡江湖了。 

丐帮推荐做门忠+升袋到50w，顺便拜洪七公 

古墓请一定在50w前做够1500门忠，ask小龙女玉女素心剑 

慕容复任务：寻找制定地点的叛徒击杀（慕容复给的地点只是叛徒的初始地

点，但是叛徒会四处乱走，所以到了那里还要再到处找），从尸体中拿到玉玺（Yu 

xi），归还给慕容复，可以得到江湖声望、经验、潜能和金子（没错，是金子，

自动存在钱庄）。 

千万别奢望有人能提供慕容机器人！慕容玉玺任务是最好的熟悉地图的方法，

地图不熟悉的话，以后做什么都会痛苦死，比慕容痛苦一万倍！ 

领取慕容复任务后，他会告诉你叛徒在***的***，先用指令从ct走到那个区

域，然后输入localmaps（请记熟这个指令，绝对会帮大忙！）（localmaps+房间名，

可以高亮显示你要找的房间），打开区域地图，找到准确地点，走到那里以后再

四处搜索叛徒，看见叛徒就会自动开杀。 

如果叛徒是在蛇谷、西夏（灵州城）王宫、紫禁城、慕容、神龙岛、康亲王

府，请取消，取消直接输入fail。因为那些地方不是去不了就是会死人，或者太

浪费时间。另外，峨眉派和灵鹫宫的看门npc比较强，峨眉需要60以上的skills，

灵鹫需要80以上的skils，才能通过。正派山上，要上去要放下武器，所以请先

unwield all再走。 

如果是丝绸之路，请从ct；do 6 w;nu;nd就是 

如果是月牙泉，到了丝绸之路后，有处的地图描述有沙山（mount)，cli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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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就可以到达 

如果是五里街、黄厝，请从ct；jiaxing，nd，w到头就是，s到头是黄厝 

没有地域信息，只是说比如五里街什么的，知道的就去，不知道的也取消 

在慕容复那里输入ask murong about fail就可以，会扣除少量潜能、经验和江

湖声望。 

慕容复叛徒技能等级和你的最高武功技能一样（不包括知识类），所以一定

要武功技能均衡。叛徒死后会自动拣尸体里面的东西，长剑不值钱，所以丢掉。

钢刀值一点钱，可以去当铺卖得8silver。 

做慕容玉玺任务的同时，可以找华山岳不群领送信任务，领到之后不要急着

送，接一个慕容任务做，过几分钟会有人抢信，一个到两个，很弱很弱，打死之

后从尸体里搜出信，然后送到目标npc手上（可能是固有npc，可能是类似慕容叛

徒的随机npc），然后交任务，会有大约2000经验，如果直接送信，只有500左右。 

以后的发展方向，就是自己确定了。新手教程到这里已经差不多结束。 

30W exp后，请转入下一章 

战斗须知 

1) 请查看help bei和help wbei。可以互备的兵器功夫，wbei后一回合可以出

两招，两种武功每种一招，当然你得有两把对应的兵器。空手武功不管

是否互备，必须bei了才能使用 

2) 扬州中央广场d;out;list，能领取全套新手套装 

3) 战斗时注意用exert recover吸气 

4) 基本每个门派的内功都有exert powerup一招（古墓是exert xinjing，大轮

是exert longxiang，等等），是全方位提升战斗力。如果内功等级达到要

求，请一直让powerup保持开启状态 

1.2.2.7 后续发展（这方面，请多看论坛和wiki，特别是wiki） 

慕容复玉玺任务之后的发展，大概有那么几条路径，相应的介绍一下 

1.2.2.7.1 慕容玉玺 

没错，慕容玉玺，慕容玉玺允许一直做下去，也有专门做慕容玉玺的高手。

不过慕容玉玺任务在50w之后，领任务之间会有冷却时间，不能连续做，比较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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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过慕容玉玺任务的gold奖励和exp奖励还是非常可观的，可以考虑，但是

潜能是肯定不够用的。慕容玉玺任务在50w之后，可能会 遇到慕容叛徒头领，

稍微难打一点。 

1.2.2.7.2 灵鹫护卫 

30w经验可以开始做，是到达55w经验最快的任务。但是高收入，高风险，

这个任务的难度也是相当的大。任务信息在help里可以找到，需要说的是，护卫

的npc是copy你的技能等级，战斗中不能切换enable和武器，而且护卫npc出现时

你会有几秒到几十秒的随机busy，所以危险系数非常高。建议做护卫的，必须是

武当、古墓有不错的busy的门派，尽量保持技能学满，因为护卫npc是full skill的，

然后做护卫任务。护卫任务需要特别小心的是少林的和明教的，少林的busy和明

教的乾坤大挪移都很容易酿成悲剧。如果你选择灵鹫护卫任务，就要有死的心理

准备。打不过时touxiang，投降成功任务失败，扣少许经验，如果npc不接受投降，

果断halt;quit！ 

——————————————————声望相关—————————————————————— 

声望的重要性详见此贴声望的重要性及如何获取合适的声望！  

初期慕容和送信任务加的声望非常少，建议30w后马上转职护卫，刷声望 

刷声望的方法： 

1、领任务 

2、huwei到有敌人，打掉第一个敌人后开始发呆 

3、任务时间到了以后去交任务 

由于护卫的exp奖励是根据杀死的敌人数目而定的，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把exp奖励降到最低，从而获取大量

的声望 

1.2.2.7.3 护镖任务 

俗称推车，是南侠来钱最多的任务，也是经验增长最慢的主流任务，但是增

长速度依旧很客观，潜能声望都很多。推车的介绍请看help，推车的指令是gan che 

to 方向。推车每走一步会有短时间busy，同时有概率跳出劫匪，4000血以下1个，

4000血以上2个，8000血以上3个，12000血以上4个。劫匪是copy你的气血经验，

full skills，所以推车建议skills保持full的状态，不过差一点没关系，因为劫匪能

使用的pfm是受到限制的。当连续成功貌似20次时，每次的劫匪会多一个，最多

还是4个。护镖的任务限制是15分钟，15分钟无法送到任务就失败。推车的奖励

随连续成功次数的提高而提高，10M以下，前8个为一轮，最后一躺是奖励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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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奖励很多的潜能（所以奖励轮可以选择来回多推一会儿，多打劫匪，获取更

多奖励）。之后每5个为一轮。大约到二十多趟的时候，奖励开始接近极限。虽然

说推车的劫匪相对较弱，但是一趟几十个打下来，难免说没有意外。打不过时记

住，推车也可以touxiang！另外，地图上诸如流氓混混之类的npc也会劫镖，而且

会导致长时间busy，所以可以的话，请提前走过去清理掉再推车过去。劫匪出现

是有延时的，千万别刚推一步就走开！劫匪出现时，有概率将你的镖车推走一步

甚至几步，俗称乱入，所以请多看localmaps（localmaps+房间名，可以高亮显示

你要找的房间）。 

推车的掉宝概率和品质，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福缘、掉包装、level、

推车轮次。推车请少用攻击类pfm，因为劫匪判定掉宝有两种，0血以上，15%血

以下，劫匪打跑，掉宝较高；0血时，掉宝率较低，所以慎用攻击类pfm。 

推车时，你和劫匪的初始战斗关系是他hit你，所以打到半血会自动停止，然

后又继续hit，一直到打跑劫匪为止，这样很麻烦。所以建议，在本次连线的第一

趟，把第一批劫匪打到快死时，下kill robber的命令。这样，之后遇到劫匪时，

你们的战斗关系是你对他叫杀，他对你hit，所以你会一直打到他跑，而他最多只

会打晕你，不会打死你，类似你跑到财主大门时狼狗对你叫杀，你也只会把它打

晕。但是当心星宿的劫匪让你晕倒后被毒死！ 

推车的劫匪大概有这么几种（我用劫匪的颜色标明）： 

劫匪：最近新加入的桃花岛劫匪，遇见桃花劫匪，做好丢镖甚至晕倒的准备！

因为桃花岛劫匪的弹指神通和玉箫剑法的连招都无比恐怖，很可能直接把人放红

甚至放倒。 

劫匪：劫匪排行第二，丐帮劫匪，经典强匪，遇见丐帮劫匪，做好丢镖甚至

晕倒的准备！因为丐帮劫匪有命中率不逊色于太极剑的缠字诀，而且busy时间也

相当长，一旦中了就危险了。更危险的是，丐帮劫匪会一招晕雷霆降龙，很可能

直接把你放倒！ 

劫匪：白色劫匪，武当劫匪，不算强，只是非常恶心，因为他用的是比丐帮

缠字诀还恶心的太极剑缠字诀，busy你到天荒地老。但是武当劫匪只会用震字诀

伤人，攻击很小，所以不用担心，除非还有别的攻击性劫匪在场。 

劫匪：全真教劫匪，威胁度不高。一阳指的拂穴是busy功夫，但不算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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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化三清攻击很高，需要注意。pfm互博，是会伤气血上限的招式。所以请注

意吸气和吃药 

劫匪：华山劫匪，威胁度最小，仅会剑掌五连环连招，攻击很弱，基本可以

忽略。 

劫匪：星宿劫匪，经典强匪，遇见星宿劫匪，做好丢镖甚至死亡的准备！这

是护镖任务中唯一能让你死亡的劫匪（你跑到叫杀npc那里晕倒的不算……）因

为星宿劫匪会放毒，注意有两种毒，分别是杖法和掌法的，而且有一种的pfm描

述很简略并且没有颜色，很容易被忽略。中了星宿毒之后，气血精神上限会持续

下降，当然你也可以靠heal和inspire硬撑，但是还是乖乖吃药比较好，否则如果

你晕倒，很可能被活活毒死！解毒方法：找平一指ask about 治疗，给相应的gold；

去星宿出尘子处enter可以找到清心散，当铺一般也能买到，吃下去可以解毒；用

energy特技的qudu可以解毒，所以energy是推车神技。 

护镖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任务，只是经验提升很慢，但是护镖的乐趣是在于掉

宝，而且做护镖任务，绝对不会缺潜能，hoho 

适合门派：有强力busy的，比如武当少林丐帮古墓，有高攻击输出的，比如

古墓朝廷慕容 

最适合的门派：少林、古墓、武当（武当仅仅是安全度） 

——————————————————密信相关—————————————————————— 

护镖每隔几轮，林镇南会给你一封密信，查看密信后到指定地点zhao，会有一个伙计，通过ask拿回财宝

给予林镇南，会得到少许exp奖励或者一颗宝石，同时后续几轮护镖均无乱入 

通过某个set，可以让密信有规律的出现，我忘了，chat问人吧。。。。 

1.2.2.7.4 萧峰任务 

这个任务还是仔细参考wiki的好。简单说来，就是1M之后可以找萧峰接这

个任务，然后会要求去擒回/杀死/劝降/战胜一个蒙面杀手，杀手copy经验，full 

skills，要求如下 

擒回：把杀手打晕，背给萧峰（注意凌霄城吊桥负重70%以上有概率摔死！） 

杀死：把杀手杀死，然后zhan corpse，把首级给萧峰 

劝降：不停地打杀手，让他受伤，然后halt;quan，能quan的条件是看你的精

神和他的气血的比例，但小心quan会让杀手掉血 

战胜：fight杀手，把他打红，ask about 认输，如果他不认输，必须给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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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治疗，让他回复满气血内力之后从头再来 

萧峰任务比较闹心的地方有这些： 

杀手走动频率很快，很可能你楞了一下他就走出半个区域了…… 

杀手非常变态，你无法确定杀手是哪个门派，并且杀手发pfm的频率相当高，

命中和伤害也相当高，同时，低于一定时间的busy直接无视，所以杀手可以很变

态的连发有busy无cd的pfm，busy时间最长不会高于一个数字，所以即使是缠到

天荒地老的武当见到杀手也会闹心。不过唯一的好处是，被杀手打死是假死，无

损失（被别的npc打死不算哦） 

杀手很硬气，劝降和战胜任务中，可能死不投降，这时不要浪费时间和他jjyy

（不然耗掉你半小时都很正常），果断杀掉，重新领任务 

杀手会自杀，当杀手气血上限小于0或者当前气血小于0时，杀手会马上自杀，

如果是擒回、劝降、战胜任务，则马上失败！所以，杀手战斗力很变态的同时，

你打他还得小心翼翼，如照顾大爷一样，很闹心 

但是萧峰任务的奖励也很闹心： 

有概率随机奖励一项武功（一般是10级以上）一级！ 

萧峰任务的潜能少，但奖励了一级武功就不是一点半点潜能的问题了。福缘

越低，奖励概率越高，所以，适合做萧峰任务的门派，请保持10福缘。（抱歉误

导人了，除非是偷师，否则不推荐10福缘开局） 

萧峰的奖励还有个用处就是偷师，点到为止…… 

适合做萧峰任务的门派：有强力控制技能和不错的攻击技能的门派，或者说

有强大的战斗控制能力的门派，如华山、武当、桃花、少林贼秃，等等等等 

1.2.2.7.5 胡一刀任务 

这是最火的高级任务了吧，因为经验和潜能都是最多的，多到用不完……同

时，胡一刀任务每成功一次奖励一级胡家刀法，250级后可以练习，500级后可以

发pfm刀影连环，是南侠唯一的群体攻击pfm 

胡一刀任务3M可以做，会要求连续杀五个盗宝人，盗宝人copy气血，copy

经验，full skills，然后把五块地图碎片拼起来给胡一刀。如果没拿全，碎片也有

少许奖励 

做胡一刀任务和做萧峰任务一样，走地图找npc很重要，所以慕容任务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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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就体现出来了。盗宝人必为神龙教，会以下pfm 

缠字诀：鞭法，busy，威胁较小，但是配合盗宝人变态的攻击，就很恐怖 

英雄三招：化学连招，对气血上限有伤害，如果一下不中就到此中断，第三

下中了之后会有一段时间致盲，收不到任何信息回复（包括hp信息）！此时请果

断halt逃跑或者拼命吸气，放busy！ 

美人三招：物理连招，对当前气血伤害很高，很高，中了基本就红。同时中

了之后有概率再放三招，很可能被秒杀，所以限制pfm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乾坤

大挪移那种逆天技能和朝廷alert那种无耻技能除外……） 

所以，做胡一刀任务，需要有强力的限制技能或者保命技能，攻击尚在其次 

适合做胡一刀任务的门派： 

明教：适当提升乾坤大挪移可减少死亡，加上圣火令下兵器，阴风刀busy cd

较短 ，九阳神功提高血量，可量力而行 

朝廷：朝廷的alert，无视一切条件直接脱离战斗但是无法解除busy。被打了，

alert，pfm在cd了，alert，没内力了，alert……打盗宝人的方法相当脑残：棍子；

alert；等cd；棍子；alert.注意被busy要小心死亡 

武当：缠到天荒地老的busy，照面就缠，缠到天荒地老，怎么虐都行 

大轮寺：南侠第一暴力输出门派，没任何限制技能，有的是南侠第一的暴力

输出！380降伏轮之后，见面一个天人五衰，halt，cd到了再一个，新手注意pf的

cd慎用。 

大轮寺的天人五衰的技能cd算法修改，cd从17s开始算，每升100级龙象般若

功减少1s，一直到5s的cd为止。也就是说刚开始能用 

天人五衰的时候14s，和现在一样，到1200级以后cd封底5s。 

天龙寺：南侠最热暴力门派，直接fight；perform luoshen（加躲闪躲美人三

招），六脉，六脉，六脉，新手注意pf的cd慎用 

天龙寺的六脉（liumai-shenjian.liumai）增加cd，cd从7s开始算，每500级六

脉神剑减少1s的cd，直到4s的cd为止。 

以及其他的一切有无耻的控制技能或者有暴力的攻击技能的门派，比如少林

的贼秃…… 

不过如果不考虑效率，任何门派都能做胡一刀，方法是：fight；pfm；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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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busy类pfm，中了就疯狂打，如果是攻击pfm，就hit；pfm；halt一直到死，

如果叫杀，马上逃跑，然后回来hit；pfm；halt；逃跑。俗称猥琐流，可以吃遍

大部分盗宝人 

胡家刀法威力和成功次数有关，砍的人数这样计算：人物level开跟，胡一刀

成功次数/100，取小者。砍的刀数这样计算：第一目标4刀，然后每人2刀。除保

卫以外最多可出5刀，保卫任务按以上算法 

1.2.2.7.6 万安塔任务 

万安塔有七层，1-3层一个武士，4层两个武士，5-7层多个武士，武功很高

很高，不只是copy你，而且比你更强。死亡假死，损失当前层数奖励的1/3（一

层无损失），任务cd为17-层数*2分钟。 

武士一层比一层强，一层比一层多，万安塔做的好不好，关键不是在于你的

门派或者你的实力，而是在人性，具体的，当你进去时就知道了。 

武士必对你叫杀，30秒自动解除一次busy，所以请powerup好了之后，直接

up；killall wushi；pfm，死命pfm到控制住为止 

需要注意的武士有这些： 

华山派，没说的了，一招晕 

全真教，没说的了，一招晕 

武当派，缠到死 

峨眉派，busy到天荒地老，并且打到天荒地老都打不死你，你会哭的 

大轮寺，没说的了，天人五衰直接秒杀 

星宿派，抽你内力还放你毒 

明教，无耻之极的乾坤大挪移，什么都不吃的同时还有无比变态的金花暗器 

好久不爬了，不记得还有哪些恶心的了， 总之万安塔的战斗难度是最高的，

谨记贪心不足蛇吞象！ 

不过奖励也是非常变态的，通过七楼之后，奖励大量经验和潜能并且随机奖

励提高一项技能1-2级 随机奖励一颗宝石 

武士能力随成功次数提高，特别是高层，所以即使是千年老神仙ark，300次

之后也不怎么爬了，因为亏 

适合爬塔的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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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门派注意战斗细节都能爬1-3层 

有强力限制的门派能爬4层，比如武当 

血牛+强力busy+强力buff+高输出或者一招晕，能爬4层以上，所以道学心法

和太极剑是必须的 

完美爬塔组合：全真出师武当，前有ark，后有titan 

1.2.2.7.7 保卫襄阳任务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了，wiki介绍很详细了，我只说一点经验 

fish：保卫襄阳专用词汇，指低手去捡有胡家刀法的高手的便宜，类似吃肉

与喝汤。武功在1M以上，就可以考虑去保卫襄阳了，不过一定要萎缩。推荐和

有胡家刀法的高手站在一起，然后疯狂的输#4 kill bing %i;#2 kill qibing #i;kill 

zhang，不要用任何有自身busy的pfm，疯狂杀前几个小兵，因为前面几个一般都

是被刀影刷晕的，你去捡了打死…… 

n1、s2此类描述：站位描述，形容保卫时的位置，w1、e1是w、e到头，n1

是出北门再北走两步？反正草原是循环地图，走走就知道怎么算到头了，s1是到

汝州城，这几处是襄阳出兵点 

奸细：谨防奸细！奸细会自动变成他见到的第一个玩家的模样，比如我就曾

经和十多个诸葛不亮死拼……所以，保卫襄阳时，除了对蒙古兵用kill指令之外，

一律使用killall！因为killall指令只杀npc，所以可以区分出奸细，谨防用kill误杀

玩家。晕倒的npc用killall可能不出手，多发几次指令就可以了。杀光当前房间奸

细之前，不要走开！因为如果你对某个人的奸细下了kill指令，而没杀掉奸细，

当你见到那个玩家时也会对他叫杀！如果因此结仇，请用shichou指令，shichou 对

方id，双方都输，就可解除仇恨。 

dig：新手fish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找郭靖ask工事，然后去满地dig，时间最

多够挖10个，能延缓蒙古兵推进，并获得奖励。 

失败条件：郭靖死亡，即蒙古兵冲到郭靖面前，或者奸细混到郭靖面前！ 

保卫襄阳是南侠最经典的任务之一，很需要群体配合的任务，没事多去蹭蹭

饭，很好玩的 

1.2.2.7.8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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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wiki和help。task npc是copy exp，copy攻击防御，copy气血，full skills，

战斗中不能切换enable和武器，所以做task时，最好装备攻击1的武器（为了降低

对方攻击），enable dodge none（为了提高命中），然后开打。有与武器无关的强

力攻击技能的门派，或者有强力busy的门派都很容易做，比如桃花岛（busy+暗

器），武当（busy），但是task最重要的是效率，所以，日月毫无疑问是task第一门

派（一招晕啊一招晕）。灵鹫宫和星宿派做task也很强，内功请学小无相功，然后

exert shield，可以无耻的加防…… 

task我觉得是南侠最精彩的任务，有兴趣的玩家一定要去试试哦 

1.2.2.7.9 满不懂quest 

发呆室的满不懂quest，找物品任务，找物品难度很低，关键在于此任务初始

奖励很低，奖励随连续成功增加，所以一旦失败就over，失败后给15 silver取消

任务。由于新旧物品修改的问题，满不懂任务列表有bug，有的物品找到了也交

不了任务，本来我自告奋勇修正任务档案的，但是一直没空，烂尾了…… 

1.2.2.7.10 五指山剿匪任务 

多人进行，有三条路可以上山，做过投名状的可以当奸细，最终任务是打败

超级boss副帮主并且进洞取宝 

宝物非常非常非常丰厚，诸如高级宝石啊，3o兵器啊神马的…… 

不过这个是bt人士所做的任务，exp超过50M再考虑吧。。。 

详细信息么，我没做过，论坛搜索吧 

1.2.2.7.11 百晓生任务 

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胡一刀、萧峰、慕容、韩元外、护镖、漂流等任务，即算

成功，奖励一颗宝石 

1.2.2.7.12 鄱阳湖漂流任务 

鄱阳湖边找钓鱼人ask，然后上船漂流，指令如下： 

gua fan为扬帆起航 

sheng fan为升逆风帆减速 

jiang fan为降逆风帆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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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为停船 

hua 方向 为划船 

xunbao指令寻宝 

以上指令不保证正确。。。 

漂流中，每一里大约十多秒到半分钟，会出现1-3个水贼对你进行攻击，有

可能会有明教 

水贼的exp不高，但是skill很高，使用技能时考虑好用什么功夫来针对 

漂流最重要的就是dps，能迅速清掉普通水贼，更重要的是能迅速灭掉明教

水贼 

漂流成功奖励大量exp和pot，同时奖励宝石一颗 

貌似是湖边的树上有提示，什么时候漂流，对什么属性的人奖励更多 

通过某个set，可以让奖励的宝石只有五行宝石，但是减少exp奖励，具体set

内容我忘了，chat问人吧。。。。 

1.2.2.7.13 大明朝廷相关任务 

监考神马的，能入朝为官，好处多多，不过我没做过，论坛搜索吧。。。 

1.2.2.7.14 史可法任务 

貌似和上面的那个任务有关联，我没做过，论坛搜索吧。。。 

1.2.2.7.15 韩员外复仇任务 

很复杂，去ask，去搜索吧 

能得到铁琵琶手，据说化学很nb，漂流神技 

1.2.2.7.16 萧半和任务 

每天限量做1轮 简单容易推荐每天必做 

1.2.2.7.17 南海神尼任务 

就是双人百晓生，具体信息同上 

1.2.2.7.18 藏经阁任务 

藏经阁偷经书，组队任务，具体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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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19 铜雀台任务 

铜雀台揭榜，会要求完成什么任务多少多少次，通过什么任务得到多少多少

exp，总之是一系列主流任务的综合指标，大约要用数十上百小时完成，但是作

为回报，奖励非常非常丰厚 

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铜雀台积分，铜雀台积分能换取神兵利器、武功秘籍，

甚至减少判师次数 

具体信息同上 

1.2.2.8 小诀窍 

找任意一个npc，ask xxx about here，可以打听到这个区域的任务、谜题、门

派等消息  

对npc使用ask xxx about all，可以打听到所有能ask的选项，解密很有用。18

岁后每次ask xxx about all需要消耗1gold  

使用newbie机器人时候，请保持计时器开启。  

武当派学习太极神功要求道德值。道德值必须杀死经验比自己高的负道德人

物才能获得。初期很难得到，大家可以chat请高手打晕秦桧来给你杀，能够得到

1w道德。岳飞墓前可以凭吊（pingdiao），加100道德。峨眉厢房宋青书杀掉，拿

佩剑给宋远桥，有5000道德。日月神教农夫，ask about 华山派，直到他主动叫

杀，杀掉，把地图拿给岳不群，有5000道德。武当新手任务杀土匪有大量道德，

可以一直刷。平时注意捡破烂，用donate指令捐献给襄阳可以有道德。  

有的地方，比如日月神教，会有人挡路，这时你可以选择把对方打晕。为安

全起见，先fight，如果能打到他，就不停地hit，不停exert recover吸气，就可以

打晕了——他比你强不怕，只要能打到，两把新手兵器的攻击下，几下下就能重

伤  

内力小于1000时打坐效率加倍，精力小于1000时吐纳效率加倍，所以初期内

力精力尽量别超过1000  

基本拳脚技能10级+1膂力，以最高地那个算。基本内功10级+1根骨，基本轻

功10级+1身法，读书写字10级+1悟性。  

18岁前不能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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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前，不要去丽春院，去了也不要看图画（是春宫图），不然18岁前学习

打坐练习等效率减半，不过……大轮寺学习欢喜禅效率加倍  

姑苏慕容指南：从ct输入murong，可以到达听香水榭。听香水榭码头enter boat

可以回到太湖边，然后输入murongb回到ct。听香水榭码头w，n到头，tan qin可

以来到一艘船内，look jiang，可以看见你能够到达地地方。row yanziwu可以到

燕子坞，row mantuo可以到曼陀山庄，从这两处地码头enter boat，row tingxiang

可以回到听香水榭。曼陀山庄有茶花林，码头输入chahualin能够通过。  

最大内力每增加4点，重新登陆后，气血上限增加1点；最大精力每增加4点，

重新登陆后，精神上限增加1点。道学心法（taoism）配合太极神功可以增加最

大气血  

再次提醒， localmaps 是一个很有用的指令，可以查看本区域地图 

（localmaps+房间名，可以高亮显示你要找的房间）  

每个区域有一个存盘点，就是有留言板board的地方（比如扬州客栈），在存

盘点save指令存盘后，下次登陆会出现在这个区域，建议在扬州save  

如果遇到别名里面没有路径的地点，请到技术园地的相关置顶帖里找一找  

help nick，可以给自己起绰号，比如可以输入 nick $BNK$$HIG$江湖小虾请

多关照  

北大侠客行里面，不会饿死渴死，只是食物和饮水有一项为0的话，气血精

神和内力精力不能自动回复。吃的可以去扬州酒店买干粮。喝的可以到扬州茶馆

免费drink  

北大侠客行是mud界气氛最好的一个，遇到什么问题尽管chat求教，或者在

QQ群里面发消息。游戏里用qq频道可以在qq群中发言。不过QQ群里聊天的人不

少，没事还是多上论坛看看，有许多有用的东西。有什么不懂可以发贴询问  

ct;d;out可以来到发呆室，发呆室免费发放新人装备，list可以查看  

黄河和长江，有艄公的渡口需要先ask about 过河/过江，给了船费才能过，

没艄公的渡口可以直接坐船，但是速度很慢。坐船方法：yell boat;enter  

内力上限约为enable显示的内功有效等级*10，精力上限约为基础内功等级

*15  

平时多用help指令，多看看help，特别是help menpai，相信能解决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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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答疑机器人：南侠为了方便新人，特提供了答疑机器人，有什么不明白

的可以询问（比如物品、某些难找的地点等等），询问格式为helpme ask 关键字，

如helpme ask 五里街，helpme ask 菩提子。  

南侠wiki是个宝，不懂就去那里找！help xxx可以自动搜索wiki，非常方便！

南侠exp和skill之间的关系是exp>=skill^3 /10，比如10wexp，就可以算出最大skill

是100。武庙nw输入exp，可以知道当前exp支持的最大skill等级。当exp>skill^3

时，即skill比起最大等级少了一半多一点点的时候，学习、切磋的效率会大幅提

高  

请务必阅读help mimi-equip，help gem和help paimai，做任务掉的随机装备，

可以在当铺s出售，不过强烈建议鉴定后chat询问是卖当铺还是卖玩家。如果掉了

宝石，而自己等级不够储存，可以拍卖，按地宝石10gold保底价起拍，高级宝石

按比例乘上去 

 

 

九、慕容指南 

 

1、嘉兴、归云、太湖、泉州一片地图，名称常常会混淆。比如本来是嘉兴

坟墓，会被说成泉州坟墓。所以，请务必熟悉嘉兴、归云、泉州、太湖一带地图 

2、嘉峪关在黄河北岸，连接白驼沙漠。 

3、六盘山在ct;#6 w;nu 

4、黑店（位于六盘山wd）没60左右技能不要进去，会被npc围攻kill，没杀

光人前不能出去 

5、月儿泉在丝绸之路，地图描述有沙山（mount）的地方，climb mount 

6、沙漠、树林、桃花林之类的迷宫，茶花林有path，黑龙潭用瑛姑path（黑

龙潭里yinggu然后yinggub可以出来），明教沙漠用绿柳path出入，其他的自己试

着乱走。苏州往返、茶花林往返可以用来破解许多迷宫，另外，选择入口的方向

不停走也可能走出去 

7、姑苏慕容地带，由于坐船慢，放弃 

慕容山庄行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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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韵小筑n到头，tan qin，会掉船里，row相应的方向到相应的区域 

琴韵小筑西南来时的那个码头，直接enter boat就能回杭州 

曼陀山庄王夫人那儿不能去，会被抓到花肥房，得杀了严妈妈才能出去 

琴韵小筑的小路，可以jump west到一个隐藏地图，也叫小路，jump east出来

——许多任务npc会刷在那儿 

8、神龙岛，由于要坐船，而且有危险，放弃（神龙岛树林，一直w或者一

直e就能走通） 

9、桃花岛虽然要坐船，但是可以做，因为地图比较简单 

10、少林寺注意，藏经阁放弃，因为上不去。没有过罗汉大阵前，进少林需

要有少林英雄令，获得方法是ct，s;s;give seng 1 gold（托钵僧），然后少林山门

knock gate就可以进去了。 

11、峨嵋、泰山、明教、日月神教、大理王府、灵鹫宫门口有人堵路，先试

试fight，能打的过就hit打晕或者kill，不行就放弃 

12、北京康亲王府、天坛、紫禁城、大理无量放弃，不是进不去就是会被kill。

朝廷子弟在北京可以到处走，如果地图熟可以不放弃 

13、岳王墓地道的npc，会从墓后空地走出来，如果等了好一阵都没有，那

就放弃 

14、白陀山蛇谷放弃，会死人 

16、大驿道在ct，e出城 

17、灵鹫宫守门的太厉害，技能为80级，遇到宫内的如果功夫不够请放弃 

18、少林、峨嵋、泰山上山要unwield all 

19、华山有陆大有守门，比较难打，大厅里的建议放弃。不过可以去看看，

因为大有经常被宰。。。 

20、襄阳请小心，如果在保卫请放弃 

22、襄阳北边bo xiaolu才能走ne方向的路径 

21、许多大轮寺的任务地点，其实是在山脚的那个城市，普赞广场 

23、黑风山脚在太湖nu 

24、黑松岭在襄阳东边eu 

24、遇到北京土路的，请在北京门外走一圈，多出现在正门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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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遇上少林竹林的，先去东边和尚院竹林转转，叛徒多出现在那里 

26、叛徒会乱走，大概1-3秒一步，所以到达后要四处寻找。如果叛徒走到

了不能战斗的地方，就不会出来了，那么就要不停离开再回去，比如扬州客栈不

停w；e，多来几次，叛徒就会主动kill 

27、星宿有人挡路，衡量实力再去，不过一般不会下kill 

28、无名谷底在嘉兴nd，五里街、黄厝在无名谷底东边 

29、古墓断龙石，需要消耗1000内力才能搬开，（16岁前ask 杨女 about 进

墓 可以进去，ask 孙婆婆 about 出墓 可以出去）所以遇到古墓内的叛徒，非古

墓弟子请放弃 

30、全真走廊的叛徒，经常刷在西南方（延真楼附近），或者北方（名木附

近） 

1.2.3 扫盲大全 

1.2.4 入门必读 

新手朋友注意：有些内容是历史资料，请多向玩家咨询，查看论坛的最新

变化。 

1.2.4.1 游戏简介 

本游戏是在“东方故事２”的MUDlib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使用了大家熟悉

的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名和功夫名，有一些武功及秘密也是参考金庸小说设计的，

但是总体来说跟金庸小说情节并没有必然联系。 

1.2.4.2 门派简介 

本游戏目前共有二十个门派，分别为正派峨眉派、丐帮、华山派、雪山派、

全真派、少林寺、天地会、天龙寺、武当派，邪派白驼山、大轮寺、日月神教、

神龙教、星宿派，亦正亦邪朝廷、古墓派、灵鹫派、明教、姑苏慕容、桃花岛。

另外还有几个玩家不能拜的门派杀手帮、侠客岛。 

二十大门派中有十二个门派设有门派新手任务，它们是：少林、武当、峨眉、

丐帮 、华山、全真、天龙、日月、星宿、古墓、明教、桃花。 

南侠wiki  第64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各个门派的武功各有独特之处，但是总体上并无高下之分。 

各个门派对收徒有不同的规定，即使是同一门派的师傅对收徒也有不同的标

准。有的标准很严，有的则很松。其中少林派只收男徒，峨眉派和灵鹫宫只收女

徒，其它门派则男女兼收。少林派有出家弟子和俗家弟子，出家有种种不便之处，

但是可以学到某些高深的功夫。 

经验值超过1000以后改投别派即为判师。 

叛师是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相当于半死了一次，因此在选择门派时一

定要慎重。 

在同一门派中改换师傅不算是叛师。 

补：现阶段，大部分门派已经不再接受带艺投师 。经验高的未拜师的百姓

玩家，要注意，拜师优先。 

1.2.4.3 门派选择 

必看 本游戏的门派各有所长，本质上选择任何门派都可以闯出一番天地。

江湖中的门派还是有强有弱。越强的门派，其门下弟子行走江湖，完成任务，甚

至买卖商品都会获得不小的优势。新手登录后，在决定拜师之前，一定要去洛阳

西门的武门，ask jason npc about 门派威望。就可以看到天下门派的排行。越靠

前的门派，它的弟子就享有越多的优待。这些优待包括： 

 门忠到达3000以后，玩家会拥有一名npc随从，门派排名决定了随从的

等级。这名随从对玩家意义重大。 

 某些任务的奖励，排名靠前的门派更多。 

 一些商品对排名靠前门派弟子打折 

 将来可能有更多其他以门派势力决定的游戏要素 

但是，是不是就应该全部选择排名靠前的门派呢？答案是，不。这是由于南

侠的门派内部存在竞争。其中最大的竞争来自两项： 

 掌门大弟子。每个门派都有而且只有一个掌门大弟子。大弟子享有更

多的特权。热门的门派，大弟子的位置竞争非常激烈，新人几乎没有

机会。但是一些冷门，就很容易出人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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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武大会。江湖每天都会举行五场门派之间的比武大会，参与的玩家

可以获得门忠，经验等方面的奖励。但是每场比赛可以参与的人是有

限的，同样，热门门派代表资格竞争是很激烈的。 

所以，在选择门派前要考虑以上正反两方面的因素。 

1.2.4.4 人物天赋 

天赋一共有七个，分别是膂力、悟性、根骨、身法、福缘、容貌、灵性。此

外天赋尚有先天和后天之分，经过勤学苦练可以增加后天天赋以弥补先天不足。

但一般来说先天天赋对人物造成的影响较大，因此应该谨慎选择先天天赋。 

膂力 

主要影响攻击时的杀伤力，不论是徒手搏击还是持械相斗，膂力越大， 敌

人受的伤便越重。膂力还有一些次要的影响，首先是你的饭量和水量，等于(天

生膂力 + 10)× 10。饭量小的人，很容易便会吃饱，很快又会再肚饿；膂力还

有一个影响就是你的负荷能力，高膂力会提高你的负重量。 

悟性 

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学习包括很多方面，例如读书、理解师傅的教诲、及从

战斗中领悟武功。先说读书，每一次读书都要消耗一些精力，悟性高的人消耗的

精力较少，悟性低的人消耗的精力较多。至于透过读书而获得的技能点数，却与

悟性无关，这完全是由你的读书识字的等级来决定。而向师傅学习，也是需要消

耗精力的，同样地悟性越高，每一次所消耗的精力便越少。最后便是从战斗中学

习的能力，悟性越高的人，学习功夫的上限也就越高，这一点十分十分重要。 

根骨 

根骨，代表一个人天生的体质好坏，根骨越好，他的气力的恢复速度越快，

每一次升级时体力的增加也较多，受到攻击时所受的伤也较轻。不过，以上所说

的种种好处，有时是可以从别的方法获得，例如一个人的气力的恢复速度，也受

到内力的多寡影响，每次所恢复的气力与根骨有关，当你的内力上限达到很高的

数值时，根骨对气力恢复便不再显得重要了。根骨好的新人物，能忍受的伤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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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恢复也较快，这一点是很有利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根骨会间接地影响一

个人的武功进度，因为根骨好的人精力和气力都恢复的较快，可以更快地再读书，

或者再向师傅请教，或者再进行练习，从而加快学习的进度 

身法 

影响一个人的防御及躲避的能力。身法越好，便越容易避开对手的攻击。 

福缘 

对于解决一些秘密或者提高自己武学修为（如打通任督二脉等）有比较大的

影响。 

容貌 

容貌，作用是让你的描述更pp些。另外容貌对于一些技能的学习（如易容术）

影响较大。另外某些门派的功夫厉害程度也跟容貌有关。容貌低不要紧，只要福

缘够高，以后可以去归云庄洗澡来增加容貌。 

灵性 

灵性，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参数。一开始大家的灵性都是30，当你学习的技能

总数大于灵性时，会减慢你学习的效率。 

1.2.5 天赋属性 

天赋一共有七个，分别是膂力、悟性、根骨、身法、福缘、容貌、灵性。 

膂力： 

主要影响你进攻时的杀伤力，不论是徒手搏击还是持械相斗，膂力越大，敌

人受的伤便越重。膂力还有一些次要的影响，首先是你的饭量和水量，等于(天

生膂力 + 10)× 10。饭量小的人，很容易便会吃饱，很快又会再肚饿。膂力高

的人身上能背的东西也多，可以get更重的东西，比方说你的朋友们被歹徒打晕

在一个危险的地方，膂力高的话你进去一次就可以全部背在身上跑出来，膂力低

则需要搬好几次，你的朋友可能已经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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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膂力背东西的效果远远大于后天臂力。 

 后天膂力就是说 通过学习空手基本武功 获得的臂力提升。如基本掌

法，基本拳法，基本指法，基本手法等 

悟性： 

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学习包括很多方面，例如读书、理解师傅的教诲、及从

战斗中领悟武功。先说读书，每一次读书都要消耗一些精力，悟性高的人消耗的

精力较少，悟性低的人消耗的精力较多，至于透过读书而获得的技能点数，却与

悟性无关，这完全是由你的读书识字的等级来决定。至于向师傅学习，也是需要

消耗精力的，同样地悟性越高，每一次所消耗的精力便越少。 

先天悟性人物生成自带的，后天悟性可以通过学习读书写字(literate) 增长。 

读书写字(literate) 技能可以通过和师傅学（如：朱熹），购买阅读“说文解

字(shu)“（后天悟性20开始）来提升。 

一般的特殊内功书本需要25左右的悟性（包括先天+读书写字）才能开始学

习秘笈上的功夫。 

有一些门派对悟性有要求，或者说，悟性高的学的多。 

有一些技能的学习是和先天悟性挂钩的，比如说，钻研 九阴真经， 领悟 岳

家枪法。 

高悟性不一定好，有技能是需要低悟性（有优势） 比如： 学习 左右互搏

神功， 练习 玄铁剑法 

根骨： 

代表一个人天生的体质好坏，根骨越好，他的气力的恢复速度越快，每一次

升级时体力的增加也较多，受到攻击时所受的伤也较轻。不过，以上所说的种种

好处，有时是可以从别的方法获得，例如一个人的气力的恢复速度，也受到内力

的多寡影响，基本上算法是：每次所恢复的气力 = 基本气力恢复量 + 内力上限

/10 + 医术等级/2。“基本气力恢复量”是由根骨决定，当你的内力上限达到很高

的数值时，基本气力恢复量便不再显得重要了。根骨好的新人物，能忍受的伤害

较多，恢复也较快，这一点是很有利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根骨会间接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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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武功进度，因为根骨好的人精力和气力都恢复的较快，可以更快地再读

书，或者再向师傅请教，或者再进行练习，从而加快学习的进度。 

后天根骨是通过 基本内功 提升的。 有一些基本内功书籍可以阅读，或者

和师傅学。 

先天根骨可以影响到一些武功的效果， 比如，北冥神功 吸最大内力。 

高根骨对后期修炼特殊内功，有较好的辅助作用。 

身法 

影响一个人的防御及躲避的能力。身法越好，便越容易避开对手的攻击，并

且身法影响物理攻击的命中，例如物理连招，物理平砍等等。 

后天身法通过 基本轻功 提升。 可以通过，扬州广场的树，无量玉壁，少

林竹林，少林鼓楼钟楼，等特殊地点练习。 

特殊地点练习基本轻功 可能突破经验的支持范围，退出后 会还原到经验支

持的最大武功等级。 （新人注意，别练多了，浪费时间） 

有些功夫的使用是和身法挂钩的 如： 金蛇剑法 一招，神龙的英雄三招cd

等。 （具体参看相关wiki） 

有些地点身法低的是无法通过。如：无量后山上山，无量后山-善人渡下山，

华山的思过崖。 

福缘和容貌： 

福缘对于解决一些秘密或者提高自己武学修为（如打通任督二脉等）有比较

大的影响，容貌的作用就是让你的描述更pp些。另外容貌对于一些技能的学习（如

易容术）影响较大。某些门派的功夫厉害程度也跟容貌有关。容貌低不要紧，只

要福缘够高，以后可以去归云庄洗澡来增加容貌。 

福缘提升可以通过 向武庙捐款（不是放到那个箱子里，有特殊命令），高消

费。 

福缘对任务有影响：如：护镖的劫匪数量（高fy匪少）， 萧峰任务奖励（低

fy奖励技能机会高） 

福缘对学习左右互搏神功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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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 

现在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参数。一开始大家的灵性都是30，当你学习的技能总

数大于灵性时，会减慢你学习的效率。 

灵性可以通过在 丝绸之路 的 莫高窟，冥想（mingxiang） 提升。随机提

升各种先天，主要是灵性。 

技能数接近灵性数值时，学习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建议保持 技能数 < 灵性

-3 

基本武功与后天属性的换算关系： 基本功夫/10 = 后天属性 （取整数，舍

弃小数点，不进位） 如基本轻功96级/10 = 9.6 舍弃小数点 = 9 点 后天身法。 

1.2.5.1 如何提高自己的先天属性 

1) 走路 探索地图的新区域可以随机提升先天属性（悟性）。 

2) 莫高窟冥想可以提升随机属性 （6次机会，灵性为主） 

3) 300级内功以后，可以通过dz（不是dazuo）有机会打通任督二脉，所有

属性会获得1-2点的提升。  

4) 参考晋阳药铺 解密任务，可以获得先天跟骨1-3点提升。 

5) 随着经验，和江湖声望的提高， 可以提升人物的等级（levelup)， 随机

获得某一先天属性提升， 参见wiki其他部分。 

6) 做特定任务也可以提升，有条件限制，如：一灯大师，欧阳锋任务、少

林罗汉阵。 具体参见wiki解密部分。 

7) 学左右互搏会减低3点先天悟性。由于属性不能低于10，如果是10悟性，

学左右互搏，(悟性为7先天悟性)，relogin后系统补回先天悟性到10。 

8) 200k以前去完成新人里程碑任务有可能加1点先天 

9) 完成 奇怪的线索 任务有极小可能增加1点先天属性 

10) 峨眉弟子运幽冥庄，有可能增加先天属性。 

11) 在任务等级超过一定等级以后，可以打通经脉，在打通每一层以后会奖

励先天，具体请查看经脉系统 

1.2.5.2 先天的一些影响 

先天臂力：对战斗臂力有极大影响，战斗臂力和战斗身法直接和物理pfm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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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砍命中挂钩。同时，先天臂力还直接和物理伤害挂钩，也就是影响战斗伤

害。所以是极其重要的先天天赋; 

先天悟性：影响学习（包括读书读石壁等）以及修炼特殊内功的效率，最重

要的是，先天悟性还影响技能等级上限，30点先天悟性时技能等级上限为:(exp

判定技能等级上限)*100%，加成为（先天悟性-30）*0.55%，以此计算，最大等

级上限为（exp判定上限）*111%（50先天悟性），最低为(exp判定上限)*89%（10

先天悟性）; 这个对等级上限的影响在exp>10m，年纪大于30岁以后生效。 

先天根骨：影响levelup时加的气血多少，气血恢复速度，修炼特殊内功时的

效率以及速度等。还直接影响内力走火入魔值，每一点先天根骨都对应0.5%的走

火入魔值，如果身上有2，3门特殊内功内力，这个值肯定不能低。还有某些特殊

内功内力点的上限直接挂钩; 

先天身法：影响普通平砍攻速，普通攻击格挡率，和先天臂力共同影响普通

平砍命中（影响较小），直接挂钩pfm命中率，30先天身法是，pfm攻击命中率为

pfm本身命中率的100%，加成为（先天身法-30）*0.5%，也就是身法越高，攻击

命中率会越高，最大不超过110%基本（50先天身法），最低不低于90%基本（10

先天身法）。 

注:exp判定技能等级上限–计算公式为：（本身经验*10）开三次方+1 

出生时候的总计80点先天分配值，大家慎重选择，每种天赋都是有有用的，

要根据自己所拜门派来选择，都不是鸡肋。 

南侠对新人的天赋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比较而言膂力相对重要一些，因为膂

力直接影响最终攻击伤害，而且还影响饭量。悟性和根骨其次，身法最次，身法

影响命中以及招架，不过在拜师之前还是要看看门派的介绍（游戏里help menpai

或wiki里的门派介绍），或者咨询老玩家的建议，因为有些门派入门对先天属性

有要求，比如神龙（身法），灵鹫（根骨）等，有些门派也有一定的先天属性偏

好，如天龙（根骨），华山（悟性）等。（华山新手慎选高悟性！） 

我们不必在选人时候对先天天赋随机数值过于在意，因为南侠有一个天赋调

整功能，在新手村最后，游鲲翼处可以使用changegift来调整自己的天赋。天赋

前4项天赋总和为80，后面福缘30，容貌15，灵性30，一般建议臂力给的高一点，

根骨稍次，悟性和身法放最后考虑（神龙，桃花，华山之类特殊的门派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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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象郭靖那样的蠢材都能练成大侠。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命令为：

changegift xx xx xx xx xx xx xx，xx是数值，最低为10，最高30。 

1.2.6 人物状态 

1.2.6.1 相关命令 

look：查看自己周围状况 

hp：看自己的精气，经验等 

sc：看自己的属性参数和道德等 相关命令参数：-xiantian(查看先天属性) 

sk：查看自己的技能 

i：看身上有什么物品 

id：看身上物品的id 

id here：查看本地的物品和人物id 

status_me: 查看人物本身战斗恢复buff/debuff相关属性 相关命令参数: -a/-b/-c 

1.2.6.2 人物状态 

人物状态反映了一个人的能力（学习、领悟、战斗等），主要包括以下一些： 
编辑 

气血 

气血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气血分为当前气血和最大气血，如：【 气血 】 100 

/ 100 [100%]，“/”前面的为当前气血，降到-1就会晕倒，“/”后面的为最大气血，

降到-1就会死亡。最大气血初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后期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减少。最大内力的提高可以增加最大气血，人物等级的提高可以增加最大气

血。另外有些门派的内功可以大量增加最大气血，如武当、明教。当前气血可以

通过睡觉和运用内功（exert/yun recover)来恢复，最大气血的伤害可以通过运用

内功（exert/yun heal/lifeheal）来恢复，也可以通过服药（如金疮药等）来恢复。 

精神 

精神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精神分为当前精神和最大精神，如：【 精神 】 100 

/ 100 [100%]，“/”前面的为当前精神，降到-1就会晕倒，“/”后面的为最大精神，

降到-1就会死亡。最大精神初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后期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而减少。最大精力的提高可以增加最大精神，人物等级的提高可以增加最大精

神。另外有些门派的内功可以大量增加最大精神，如少林、峨眉、明教。当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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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可以通过睡觉和运用内功（exert/yun regenerate)来恢复。最大精神的伤害可以

通过运用内功（exert/yun inspire）来恢复，也可以通过服药（如养精丹等）来恢

复。 

内力 

内力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显示如下：【 内力 】 100 / 100 (+ 0)，其中“/”

前面的为当前内力，“/”后面的为最大内力，圆括号中的为战斗中的加力值。内

力的大小影响到战斗、学习、练习等诸多因素以及气血的多少，一般来说越高越

好。内力可以通过打坐（exercise/dazuo)来提高，也可以通过吃一些丹药来增加。

有些门派可以通过运用内功来吸对手的内力，变为己用，如天龙、星宿、灵鹫、

日月。除了特殊内功的内力上限有别的计算公式，普通内力上限为jifa后的内功

等级*10 

精力 

精力是重要的参数之一，显示如下：【 精力 】 100 / 100 (+ 0)，其中“/”

前面的为当前内力，“/”后面的为最大内力。精力的大小影响到精神的多少，一

般来说越高越好。有些技能和任务需要消耗精力。精力可以通过吐纳

（respirate/tuna)来提高，也可以通过吃一些丹药来增加。精力上限为jifa后的内功

等级*10 

饮食 

饮食包括食物和饮水，显示如：【 食物 】 372 / 310 [很饱]，【 饮水 】 372 

/ 310 [很饱]，其中“/”前面的为当前值，“/”后面的为饭量。饮食关系到精神、

气血以及内力精力的恢复，因此还是不要让饮食变为0。 

经验 

经验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也是一个玩家奋斗的目标之一。经验影响一个人

的战斗和学习能力以及掉宝质量，越高越好。经验的显示分两种，一种是用hp

命令时，如显示为【 经验 】 1.01M，另一种是用sc命令时，如显示为： 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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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一甲子四十年功力■■■□□，■■■■■■■■■■■■■■■■■

■■■■□□□□□□□□□□□□□□□□□□□(53.52%)，其中后一种方法

淡化了经验的数值。经验的提升主要靠做任务，另外某些门派升级也可以得到一

定的经验奖励。 

等级 

等级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也是一个玩家奋斗的目标之一。等级影响一个人

的战斗能力、最大气血和精神大小以及掉宝质量，越高越好。等级用levelup来提

升，同时消耗一定的经验、声望和存款。升级时对经验、声望和存款都有要求，

可以用levelquery命令来查询升级要求。在升级的同时有几率获得先天属性。 

潜能 

潜能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用来提升技能等级，包括学习、切磋和修炼等。

潜能的提高主要靠做任务。 

技能 

技能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影响到一个人的战斗力。技能的提升方法有学习

（包括切磋）、练习、读书、修炼（内功）等。另外有些任务能够奖励（或有小

概率奖励）技能，有些任务可以赚取积分来兑换技能。 

声望 

声望是重要的参数之一，影响到人物等级的升级以及做某些任务、解密等，

另外换特技需要大量声望。声望的提升主要靠做任务。 

道德 

道德对有不同的门派要求不同，有点门派道德相当重要，涉及到拜师、提升

技能和技能的运用，有些门派则影响不大。杀死正道德的人可以获得负道德，反

之亦然。目前正道德可以通过给郭靖大侠捐助装备就（交给郭靖或随时随地

donate）获取，也可以在岳王墓凭吊得到。 

注意：有些正派门忠低于一定值或邪派门忠高于一定值会被师父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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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忠 

门忠（包括贡献度等）影响到玩家的拜师、获取随从、掌门大弟子以及出师

等。门忠可以通过做门忠任务获取，也可以通过门派比武提升。用掌门大弟子或

随从修理随机兵器需要消耗门忠。出师或叛师后门忠清零。 

注意：有些门派门忠低于一定值会被师父开除。 

年龄 

如果你不在乎自己成为老妖怪，年龄对玩家的影响不是很大，除了一些需要

在特定年龄之前完成的解密任务。 年龄系统比较复杂，玩家18岁以后，只有fullme

的时间才增加年龄，50岁以前是24小时一岁，50岁以后是 年龄^2/(25+年龄/2)小

时一岁。在打通任督二脉，高级内功500级以后，dz会产生年龄降低的作用，大

体上是平均 每15分钟发挥一次作用，每次减少是1小时的倍值。look的年龄和容

貌描述会因为你的有效内功等级而产生一定程 度的视觉年龄调整。mudage命令

可以查询玩家的有效fullme时间和因为dz产生的年龄减值。 

描述 

描述能显示出一个人的能力大小，look人物的描述用help miaoshu查询，sc

命令中对自己的表述用 help miaoshu2查询。想和一个人战斗时可以先看看对方

的描述，判断对方的实力，再做决定。 

头衔 

用title命令查看自己的头衔，用“title 头衔1 头衔2”可以最多显示2个头衔。

头衔可以通过拜师升级、完成解密、 完成一定数量的主流任务等渠道获得。 

1.2.7 拜师习武 

1.2.7.1 拜师 

看看各个门派的帮助，选择你想要的就可以拜师了。注意各个门派的拜师要

求，明教要求经验100以下，丐帮要求经验2000以下。一般门派都有入门的师傅，

拜了入门师傅可以再拜本派其他师傅(转拜本派师傅不算判师)，如果转拜其他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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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师傅则增加判师数一次，被逐出师门也增加1次判师次数。目前判师的处罚

是，每增加判师次数一次，新的师傅会保留(20×判师次数)级别的武功不教你，

并且不能跟师傅切磋武功，还有一些武功的命中威力是直接和判师次数挂钩的 

1.2.7.2 学武功 

关于武功可以看看各门派的帮助文件，另外 help kungfu-public里介绍了大

家都可以学的公共武功。拜了师傅以后就可以跟师傅学习他所会的武功。武功分

知识类、基本武功、特殊武功三大类，知识类的级别不受经验限制，其他武功限

制为(级别的三次方 < 经验 × 10)。特殊武功需要 enable 后才能生效。因为对

于一种基本武功可以有多种特殊武功，例如全真的特殊剑法有全真剑法和同归剑

法，你必须enable其中的一种系统才能确定你到底用那种剑法。如果你 enable 了

某种剑法，只要你拿上剑，在战斗中就可以使出该剑法了。但是空手时则有例外，

因为总共有六种空手武功(unarmed，cuff，strike，finger，claw，hand)，所以你

先要 prepare 其中一种或两种才能在战斗中使出空手武功。相关帮助可见 help 

enable， help prepare。 

1.2.7.3 门派威望 

每个门派在江湖中地位不同，想知道本门的地位，可以去洛阳西门向北，ask 

goodtaste about 门派威望。威望越高的门派，在练功，任务等方面都有优势。但

是也不要一味的选择威望靠前的门派，因为这意味着你要在门派内部脱颖而出会

很困难。有一些冷门门派反倒更有利玩家的成长。 

1.2.7.4 拜师限制 

各个门派收徒都有所限制，请大家到感兴趣门派找好限制条件，以免失误造

成时间损失。 

1.2.8 新手福利一览 

 在新手礼品树下pick guo，可以得到一颗果子，吃了涨1000经验，100

潜能，40最大内力和最大精力，一辈子只能吃一颗。 

 ct，u，ask lver about 月饼，answer 甜月饼，吃了涨50最大内力，answer

咸月饼，吃了涨50最大精力。一辈子也只能吃一次。 

南侠wiki  第76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发呆室的爱爱为1m以下新手提供免费装备，具体命令为list(查看装备

列表)，draw装备id以获取装备。 

 扬州书院的夫子免费教新手读书写到200级，南昌西门外岳麓书院的朱

熹免费教新手读书写字以及部分基本技能，新手可以向朱熹学习literate

到300级 。 

 新手在1m以下死亡多数无损失(有时候还是有损失的)，也就是说，你

可以肆无忌惮地屠戮江湖，当然，一般情况下你都会去鬼门关旅游一

圈。 

1.2.9 生活指南 

1.2.9.1 买房 

每个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可以买房。买房请到房产公司，位于扬州城的云台

街。房子售价100gold，直接给售楼小姐100gold 或者10 cash 即可。买了之后到

花园别墅区，enter你的id，就可以进入新房了。 

买了房子后可以对房子进行装修： 

modify_short：可以改房子的名字。 

modify： 可以对房间进行具体的描述。 

在房间里可以休息。房子一开始最多可以存放10件物品，过劫难后增加10

件，4品及以上大明官员可向应天府内工部尚书要求增加储物空间，一品可额外

增加10个储物空间。 有关命令如下： 

store：把物品放进柜子里。 

find： 查看存放了什么物品。 

getout：把柜子里的物品取出。 

kickout：把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去。 

reject：取消之前的邀请。 

作为房子的主人，你可以邀请（invite）别人进入你的房间。夫妻之间可以

进入对方的房间。 

1.2.9.2 买卖 

扬州有个荣昌拍卖行，常常有玩家在那里卖一些东西。打开pm频道，经常

用paimai check查看， 很有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而且价格便宜哦。具体用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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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mai就知道了。 

另外，扬州、洛阳、杭州、江州、北京、长安各有一个当铺，是玩家经营的，

很多好东西，不过就是有些贵。你如果是实名用户，也可以竞标这些店铺的经营

权。 

1.2.9.3 买礼物 

买礼物送人请到扬州礼品店，店里的招牌上有详细的介绍。 

1.2.9.4 定兵器 

定兵器到扬州打铁铺离开，指令格式：make_weapon <种类> <颜色> <中文

名> <英文名> <装 备时的描述> <解除装备时的描述> <武器的描述>，订的兵器

可以使用enhance命令(详见help enhance)增强。 

1.2.9.5 结婚 

结婚的一切程序必须要双方同时在场，否则有可能会随时中断。 

找到媒婆，先使用marry sb指令，让媒婆检查一下是否符合结婚条件。 

give meipo 10 gold。 

由交钱的玩家使用“请 某人”邀请别的玩家参加你的婚礼。 

正式用marry sb.登记。注意：必须双方都要使用。 

跟媒婆到东边的姻缘堂。 

等候媒婆布置喜堂。后月老出来主持婚礼。 

双方先后输入“拜 天地”，“拜 高堂”，第三是“拜对方的姓名”，另一个人

接到“＊＊在等着与你拜天地哟”的信息后，也要输入相应的内容，注意一点：

拜和后面的内容之间一定要是半角的空格。 

三拜结束后，月老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妇，媒婆安排轿夫直接把你们抬到汝

州的迎宾楼二楼，酒店的老板喜来福会亲自迎出来。 

受邀参加你们婚礼的人可赶到迎宾楼二楼，看到了喜老板后，可以把送给新

郎新娘的贺礼钱直接交给他，喜老板会高声宣读你的礼金，如果送得不菲，一定

是大有面子的。 

由新郎可以ask xi laifu about 喜酒，喜老板便开始准备， 由新郎宣布“kaishi”

就上酒，“kaixi”就上菜，大家吃得差不多，新郎决定“jieshu”了，老板就会命

南侠wiki  第78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人收拾筵席。然后分发喜糖给客人。 

新郎新娘要留步，喜老板会把酒席中收到的客人贺礼一一点清，交给你们，

然后，作为你们一生中的最热闹的婚礼就可到此结束了。 

1.2.9.6 宠物 

也许在江湖中漂泊的累了，想放松一下。来养个宠物玩吧~~~~ 

准备工作：确定自己已经16岁啦（小孩子还是不玩宠物的好）。准备100 gold。

什么，没有钱？那还玩什么宠物！ 

定制宠物：到宠物店买宠物(宠物店的位置在：扬州 ct;do 3 e;s)。宠物店提

供各种小动物供你选择，现在的种类有猪、狗、猫、鼠、鹰。选择一个你喜欢的

动物，定一个吧，只能养一个，要选好的哦。指令格式：ding <type> <color> <name> 

<English name> 

<type> 宠物种类:猪(pig)、狗(dog)、猫(cat)、鼠(rat)、鹰(hawk) 

<color> 宠物名字的颜色：可以参考help nick 

<name> 宠物的名字咯，威风的，搞笑的…随你喜欢啦 

<English name> 就像你的id一样的咯 

例如：ding pig $RED$ 小小猪 smallpig就是定一个id为smallpig名字为红色

的“小小猪”的小猪宠物啦。 

照顾宠物：你的宠物已经在你的面前啦，但是一些指令要等你重新登陆才会

生效的哦。 

召唤宠物到你身边，指令：whistle 

复活你的宠物，指令：fuhuo|relive 如果你的宠物不幸被人干掉了，去找宠

物店老板复活吧，不过可是要50 gold的哦。要是不想花钱，只能等过24小时，让

它自己复活了。 

修改宠物的描述，指令：modify <选项> <内容> 目前可以修改的选项有：long， 

nick， msg_lost， msg_meet， msg_come， msg_leave. 

杀掉你的宠物，指令：slaughter <pet's id> 万一哪天你看它不顺眼了，嘿嘿。 

1.2.9.7 拍卖 

拍卖系统，源程序来自jjgod@hell，在此表示感谢。拍卖系统的设立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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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游戏中物品的动态价格，凸现金钱在游戏中的重要性，活跃游戏气氛。

目前处在测试阶段，希望能够收到较好的结果。 

拍卖物品：如果你有一件东西，希望进行拍卖，请使用命令paimai xxx for 

value，其中xxx是你所希望拍卖的物品的Id，当然，它必须在你的身上存在。value

是你给出的拍卖的底价，以铜板为单位，目前限制这个价格不能低于1两白银。

输入这个命令之后，你的物品将进入拍卖的等待队伍中，并不一定马上就进行拍

卖，必须等待在你之前进入的物品拍卖完成之后才能开始拍卖你的物品。 

如果你希望进行竞价，买下某样商品。你可以先用 paimai check 命令查询

目前正在拍卖的物件，其中带有*号的代表正在接受竞价的物品。这时候可以使

用 paimai value 喊出你的价钱，这个价钱必须比当前的竞价高出10%以上。如果

三次没有人超过你的价钱，这个商品就归你所有。你将钱付给卖主，同时卖主还

要向拍卖行交纳成交价格的4%作为佣金。 

拍卖开始后，被拍卖的物品自动转入拍卖行保管。拍卖成功，则买主回拍卖

行取(qu)拍卖品；不成功或取消，则卖主回拍卖行取(qu)拍卖品。请注意：不论

买卖，都必须在专门的拍卖行中进行，目前只有唯一的拍卖行，位于扬州荣昌交

易行。 

1.2.9.8 离线交易 

在长安的榷场可以进行离线交易。交易之前先看看说明（look paizi）。离线

寄售(sell)物品，可以取回(quhui)，物品列表(list)，查询(query)和提款(tikuan)。交

易商税二十抽一，无正当理由取回货物价十罚一。摊位有限，七日之内既不交易，

又不取回，货物充公。交易物品包含除autoload武器，各种任务/quest下不许give，

drop之外的其他所有物品。 

离线交易指令格式： 

sell <物品名> for <金额>，交易的单位是两白银。 

xsell <物品名> to <玩家id> for <金额>，交易的单位是两白银。 

1.2.10 联系聊天 

1.2.10.1 频道分类 

helpme 求助频道 

chat 闲聊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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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 系统频道(巫师专用) 

wiz 巫师频道(巫师专用) 

xingmu 醒目平道(巫师专用) 

rumor 谣言频道 

act 动作频道 

mp 门派频道 

ct 夫妻闲聊频道 

tt 队伍闲聊频道 

baowei 保卫襄阳频道 

hslj 华山论剑频道 

zongshi 宗师频道(宗师玩家专用) 

daming 大明频道（大明官员专用） 

chatapp 师徒频道（导师与门下弟子沟通用） 

1.2.10.2 频道使用 

可以用 tune 命令查询你当前收听那些频道，tune <频道名称> 可以关掉你

不想收听的频道，tune all将关掉所有频道。如果你对一个没有收听中的频道讲话，

会自动将它打开。要对一个频道讲话，只要用： <频道名称> <讯息> … 例如：

chat hello everyone! 

1.2.11 常见问题 

1.2.11.1 “xxx”机器人怎么用啊？ 

mud文件在zmud菜单settings->import->settings，txt或者zsc文件import 
 为ascii 

1.2.11.2 “xx”东西在什么地方有？“xx”这个 npc 在哪里？ 

先去论坛里搜索一下“npc与物品列表”，没有的话再问也不迟。 

1.2.11.3 ct 是什么地方？ 

ct （center）就是扬州中央广场，为了节省输入大家都偷懒，所以叫 ct 

1.2.11.4 为什么我退出时东西会丢掉呢？ 

目前游戏设定就是这样的，除了自己定做的物品以及金钱，其他东西在退  

出时都将丢失。重要的东西请到当铺去当掉或者保存在自己的房子里。关于买房

子的问题请看 help user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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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5 我有问题该如何寻求帮助？ 

关于游戏的问题请先看一下本游戏的 help，help list，help newbie，  和论

坛，有不少文章。 

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找到答案，可以问问游戏中的其他玩家。发问时注意不  

要在短时间内重复同一个问题，否则很有可能被封掉你的说话频道。 

对游戏有什么建议可以到 ct 或者巫师会客室 post，或者发到的论坛上。 

1.2.11.6 怎么查看自己的状态？ 

  look    查看自己周围状况 

  hp      看自己的精气，经验等 

  sc      看自己的属性参数和道德等 

  skills  看自己会什么武功技能 

  i       看身上有什么物品 

  id      看身上物品的 id 

  id here 查看本地的物品和人物 id 

1.2.11.7 人物属性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属性参数分先天与后天，包括膂力、悟性、根骨、身法、福缘、容貌、灵性  

共七个。每个人出生时的膂力、悟性、根骨、身法总和为 80，福缘、容貌在10～

30 之间随机确定，灵性为30，这些都是先天参数。后天参数是指在先天的基础

上通过勤学苦练提高自己的某些技能等级而达到新的水平，但是这不能改变自己

的先天属性。技能与属性对应如下（技能长10级，属性长1）： 

 基本徒手武功等级（unarmed、hand、strike、cuff、finger、claw）长膂

力， 

 读书识字长悟性，基本内功长根骨，基本轻功长身法。 

1.2.11.8 有什么办法提高先天属性吗？ 

打通任督二脉可以提高各种先天属性 1～2 点，归云庄的池塘洗澡可能提高  

自己的容貌，到武庙捐献可以提高自己的福缘。泉州的水果有提高先天属性的概

率，奈提高福缘，龙眼提高根骨，荔枝提高容貌。莫高窟冥想可能提高自己的灵

性。完成一灯大师的任务可以提高先天悟性 5 点，先天根骨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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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9 怎么提高自己的武功等级？ 

跟师傅学习（learn），需要消耗潜能；读书（study），需要会literate， 

不同的书可能有不同的要求；练习（practice），需要基本武功等级不低于 

特殊武功等级（有些武功不能练习）；领悟（lingwu）；修炼(xiulian)； 

1.2.11.10 为什么我不能跟我师傅学武功？ 

通常是你输错了你师傅的id，请用id here看看你师傅的id，或者你师傅不会  

这种技能，可用skills <师傅id> 查看师傅所掌握的技能。 

用 learn <师傅id> for <技能> <次数> 

1.2.11.11 什么是武功的有效等级？ 

你输入 enable 看到的等级就是你的武功有效等级。有效等级为  

基本武功等级/2 + 特殊武功等级 

1.2.11.12 各种技能的最高等级有什么限制？ 

  知识类技能的等级没有限制，其他技能等级的理论上限为 

  (技能等级的三次方) < exp×10 

  而实际上限受到先天悟性的影响，技能等级的实际上限为 

  理论上限 × ( 1 + (先天悟性 - 30) × 0.5% ) 

  也就是说，先天悟性 = 30，实际上限等于理论上限；先天悟性 < 30，实际 

  上限小于理论上限；先天悟性 > 30，实际上限大于理论上限。 

1.2.11.13 人物精气值与什么有关 

  刚出来的新人年龄为 14 岁，精气都为 100，14－30 岁每年精气都会增加。 
  精增加为自己的先天悟性，气增加为自己的先天根骨。30－60岁精气不变， 
  过了60以后每年精气都会减少。最大精力增加 4 点，精会增加一点，最大 
  内力增加 4 点，气增加一点。 

1.2.11.14 怎么长最大精力与最大内力？ 

 
  吐纳（tuna）可以长最大精力，新手在ct（pick guo）可以拿到新手礼物， 
  长 1000 经验和 40 最大精力；打坐（dz 或 dazuo）可以长最大内力，ct 
  往上的赏月台可以找绿萼要月饼，甜月饼长50最大内力，咸月饼长50最大精 
  力（两者只能要其一）。另外有些药物可以长最大精力与最大内力。吃药长 
  最大内力速度快，但通过打坐方式可以得到更高的内力精纯度。 

1.2.11.15 最大精力上限与什么有关？最大内力上限与什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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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吐纳（tuna）可以达到的最大精力上限＝当前有效内功等级×10；通过打

坐（dz 
  和 dazuo）可以达到的最大内力上限＝当前有效内功等级×10。通过服用药物

等 
  方法提高则没有限制，但是玩家登陆之后会检测最大内力上限，超过有效内功 
  等级×10的部分会被清除。 

1.2.11.16 什么地方是室外？什么地方是室内？ 

 
  有天色描述的地方是室外，没有的是室内 

1.2.11.17 为什么我打架时用的是拳头，没有招式？ 

 
  空手武功有多种（cuff、hand、finger、claw、strike、unarmed），需要先 
  prepare <技能名称> 系统才能确定你用哪种武功，否则就是用的拳头。如果 
  你的两种武功可以互备，可以 prepare <武功1> <武功2> 
   

1.2.11.18 怎么长道德？ 

 
  道德有正有负。如果想改变道德属性，可以先去少林的达摩洞面壁，道德就 
  会变为零。杀了比自己经验高的人，便会得到一定的道德。如果想得正道德， 
  就去杀那些负道德的人。武当首侠宋远桥的不孝之子宋青书因杀了其师叔莫 
  声谷，逃到了峨嵋，躲在万年庵中，如果夺下他的佩剑，把佩剑交给送远桥， 
  可以涨道德5000。日月神教的农夫是华山派的奸细，ask about 华山派，他 
  就会原形闭露，杀了他可以得到黑木崖地图，交与岳不群可以涨道德5000。 
  将地图交给童百熊则会长5000负道德（日月教弟子长门忠）。另外，三阴绝 
  户掌的绝户和马屁神功的求饶若成功也会降道德。到岳王墓凭吊一次长100 
  道德，杀秦侩会清除自己的负道德，同时增加 40 w 道德。 

1.2.11.19 怎么进少林寺？ 

 
  外派的要进少林需持少林英雄令，直接给扬州城的托钵僧 1 gold 可以拿到 
  少林英雄令。女客要打晕守山门的虚通、虚明才能进。在少林寺外的松林掉 
  进陷阱后会被抓进少林监狱，然后贿赂狱卒10两银子可以到五行洞，从五行 
  洞出来的话可以到少林寺内。当然，找人把自己背进去也是一个办法。 

1.2.11.20 怎么加武林声望？ 

 
  做玉玺任务（非慕容弟子），护卫（非灵鹫弟子），护镖，满不懂任务， 
  保卫襄阳都可以加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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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1 做门忠任务为什么告诉我说“经验最好再高些”，需要多少

经验才行？ 

 
  需要 经验*10 > 门忠^2 ，做门忠任务才会得到门忠奖励。 

1.2.11.22 怎么才能上无量山？ 

 
  基本轻功 80 级以上可以爬上无量山，回来要走铁索桥，需要基本轻功 100 
  级，否则有可能摔死。 

1.2.11.23 怎么赚钱 

 
  捡东西卖，打npc抢他们身上的钱，跟老玩家要。 

1.2.11.24 物品和npc什么时候会更新？ 

 
  输入 uptime 看看当前时间，一般在0，15，30，45分钟的时候会更新。 

1.2.11.25 如何打通任督二脉 

 
  特殊内功高于300后dz就有机会打通，福缘和先天根骨高对打通有好处。 
  特殊内功等级越高越有利于打通二脉。打通二脉后各种先天属性随机增加 
  1~2点。 

1.2.11.26 怎么领悟武功？ 

 
  首先要过十八罗汉阵，然后到达摩院二楼领悟。例如领悟基本剑法，需要 
  特殊剑法等级大于基本剑法，输入 lingwu sword <次数> 即可。 

1.2.11.27 过十八罗汉阵需要多少经验？ 

 
  建议30w 经验以上，轻功、招架、内功学得高一点，内力高一些 

1.2.11.28 为什么华山派的劳德诺会追杀我？ 

 
  你身上带着《紫霞秘笈》就会遭到劳德诺的追杀。 

1.2.11.29 我掉进杀手帮监狱了，怎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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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气太高的话进杀手帮广场会掉进监狱，出去的办法是(qiao wall，得到 
  锯子，saw)，就可以出去了。 

1.2.11.30 为什么kill有的npc时出现“你突然看到一把长剑已经架到了

你的脖子上”？ 

 
  你杀的是杀手帮的密探，这些npc有全真李余，丐帮小糊涂，襄阳郭没，大理 
  孙拳等，当你经验小于 2M 时对他们下kill，hit，fight指令时会出现这种 
  情况，并且你会立即晕倒。 

1.2.11.31 为什么官兵会通缉我？通缉了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对官兵和武将下了 fight 和 kill 指令，就会被通缉。如果非得打 
  他又不想被通缉，就用 hit 。通缉过一段时间就会取消，所以你老实的呆 
  着就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1.2.11.32 精受伤了该怎么办？可以自己用内功治疗吗？ 

 
  目前还不能自己治，解决办法又多个。慢慢等他会自己恢复，隔一分钟左右 
  吃个养精丹，可以加快恢复速度。去浴室洗澡可以完全恢复，吃天香断玉膏 
  也可以治好，或者找人用一阳指帮你疗伤。 

1.2.11.33 如何熟悉系统的 emote ? 

 
  可以用 femote 命令来查询符合条件的 emote。set learn_emote 1 可以看 
  到别人聊天时所使用的 emote。论坛上有emote 列表可以看看。 

1.2.11.34 如何自杀？ 

 
  suicide -f，注意自杀了无法反悔！ 

1.2.11.35 如何查看武功有什么 perform ？ 

 
  看门派的 help ，里边包括了各种武功能用的 perform。另外 verify <武功> 
  也可以看到该武功的情况。 
   

1.2.11.36 为什么我读不了《射雕英雄传》或者《天龙八部》？ 

 
  因为这两本书是小说，你要用 read 指令而不是 du 或者 study。另外天龙 
  八部要求基本刀法和剑法到 100 才能看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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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37 怎么做任务？如何知道我当前有什么任务？ 

 
  各门派都有分派门忠任务的npc，请查看门派help。ask <xx> about quest， 
  如果让你找物品回来，找到交给npc就可以了，其他的完成后需要回来复命， 
  就是回去再ask <xx> about quest就可以了。其他任务请看help tasks。 
  查询自己当前任务请用quest指令。 

1.2.11.38 什么是福源？如何涨福源？ 

 
  福源是几大基本属性之一，对玩家生活与升级的很多方面都有影响。多数情况

下 
  福源高比较有利，但也有些比较重要的场合福源低点更好，比如护镖时，如果

福源太 
  高，则劫匪出现较少，完成任务虽然更容易，但奖励也相应减少。福源的初始

值范围 
  是10～30，之后可以通过武庙捐献(juanxian)来增长，捐献的规则为：第一次捐

献 
  满1000两黄金或等值银票福源增长一点，要再涨一点福源就需要再捐献2000
两黄金 
  或等值银票，涨第三点福源需要再捐献3000两，以此类推，通过捐献涨n点福

源则 
  需要总共捐献1000*(1+2+...+n)两黄金。捐献可以分次分批，累计捐献金额一直 
  有效。下线不会丢失。通过捐献至多增长至40福缘。其他增长福源的方式还包

括吃武 
  林奇遇掉下的福源丸，过年过节时发的极品饺子等礼品，但几率很小。 

1.2.12 特殊技能（特技） 

1.2.12.1 特殊技能简介 

 身轻如燕(agile)：提升自己的躲闪能力，对pfm也附加一定的闪躲几率

(5%or10%)，在线有效，需要运用。 

 凤凰涅磐(athanasy)：有几率在死亡之后受到更小的损失或者根本没有

损失。 

 金蝉脱壳(chainless)：有1/3左右的几率摆脱忙（busy）的状态，需要运

用（经千次测试，等待为343次，行动不便为325次，成功解开为356次）。 

 镇蕴七星(constitution)：打坐和吐纳效率至少有50%的提升，被动技能，

无需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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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本培元(corporeity)：使得自己修炼内功的效率至少有20%的提升，被

动技能，无需运用。 

 聚精会神(energy)：提升当前的最大精神和精神，在线有效，需要运用，

可以使用qudu命令祛毒。 

 饕餮之力(greedy)：提高自己的食量及负重的同时，恢复精神气血的速

度加倍，同时自动降低自己的杀气，被动技能无需运用。 

 气息悠长(health)：提升当前的最大气血和气血(本身气血数值的40%)，

在线有效，需要运用，最高增加气血6000。 

 聪明睿智(intellect)：使得后天的悟性增加10点，同时学习效率加倍，

并自动恢复精力，被动技能，无需运用。 

 铜皮铁骨(ironskin)：提升自己的防御能力，在线有效，需要运用。 

 洪福齐天(lucky)：部分主线任务（萧峰、task和万安塔）的经验奖励提

升10%，被动技能，无需运用。 

 力大无穷 (might)：根据加力的大小来提高伤害。 (使用方法： jiali 

max;special might;jiali 0)一次运用过后，在线一直有效。 

 传音搜魂(perceive)：拥有传音搜魂的能力，可以感应(perceive，或pp)

玩家和NPC的位置，也可以感应(uni_ob)神兵是否存在。 

 长袖善舞(sociability)：有过人的社交能力，买东西能获取八折优惠，

同时无障碍进入各大门派，被动技能无需运用。 

 灵气逼人(spirituality)：灵性提高10点的同时，功夫提升的速度加快（无

论是读书，学习，领悟还是练习），对悟道，参禅都有提升，。 

相关命令：help special， help change_special 

1.2.12.2 获得方法 

第一个特技：经验值达到30年之后，可以ask jin about special获得。 

第二个特技：经验值达到60年之后，可以ask jin about special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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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技：经验值达到100年且历经出师劫难之后，可以ask jin about 

special获得。 

第四个特技：人物等级100级(3特技)，106级(100级时有4特技或以上)以后将

可以获得一个特技，花销10m exp，3m pot，5w gold，10分tqt积分； 

1.2.12.3 更换 

用change_special命令可以换特技，花费30W声望，3000gold随机替换本id没

有的特技。 

命令：change_special 现有特技 

需要花费30万声望，100万经验和3000两黄金的存款，将已有的一个特技指定转换为另一个不会的。 

 
命令格式: change_special 现有特技 to 目标特技 

注意：升级需要500万声望，消耗100W声望、5w gold、1M经验和1M潜能 

1.2.12.4 升级 

升级命令：levelup_special 特技id 

 
特技名称 级别 效果 需求 

身轻如燕agile 1 同原版 无 

2 一招晕抗性提升5 or 10% Agile 1级，chainless 1级 

和先天身法挂钩，>40，10% 

3 一招晕抗性再提升10% Agile 2级 

金蝉脱壳chainless 1 同原版 无 

2 40%解除busy chainless 1级，Agile 1级 

 
3 50%解除busy，cd降低2s Chainless 2级，Agile 2 级 

4 70%解除busy，cd降低4s Chainless 3级，Energy 1级 

长袖善舞sociability 1 同原版 无 

洪福齐天lucky 1 同原版，xf，hsz，wat，task有效 无 

2 增加hyd，hyw，cs，gsz任务进入增益列表 Sociability 1级，lucky 1级 

饕餮之力 greedy 1 同原版 无 

2 加后天臂力10 or 15%的，看先天臂力 Greedy 1级 

先天臂力大于40，加15%，否则10%，需运用 

3 再加5%，max加100点 Greedy 2级 

力大无穷might 1 同原版 无 

2 原有效果提升5 or 8%，greedy 3，8% Might1级，Greedy 1级 

 
3 再增加5% or 8%，greedy 3，8% Might 2级，greedy 2级 

4 再增加10% Might 3级，spirituality 

聚精会神energy 1 原版驱毒 无 

2 据说可以提高某些解密的成功率，比如大挪移提升Energy 1级，intellect 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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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数 

铜皮铁骨ironskin 1 同原版 无 

2 提高10%化学伤害抗性和busy抗性 Ironskin 1级 

 3 提高20%化学伤害抗性和busy抗性 Ironskin 2级 

镇蕴七星 

constitution 

1 同原版 无 

2 内力回复提高100点/秒  

3 内力回复提高200点/秒 需要1级corporeity 

4 内力回复提高300点/秒 需要2级corporeity 

固本培元 corporeity 1 同原版 无 

2 内力最大值上限提高10%  

3 内力最大值上限提高25% 需要1级constitution 

4 内力最大值上限提高40% 需要2级constitution 

其中lv2~lv4对北冥神功只有1/4效果，对化功大法和吸星大法只有3/4效果（比如：lv4对

北冥只能提高10%，对化功和吸星只能提高30%）。 

气息悠长health 1 同原版 无 

2 特技增加气血上限为10000 Health 1级 

 3 特技增加气血上限为15000 Health 2级 

凤凰涅磐athanasy 1 同原版(33%无损) 无 

2 45%几率无死亡损失，35%半损 Athanasy 1级 

 3 60%几率无死亡损失，40%半损 Athanasy 2级，spirituality 1级 

聪明睿智intellect 1 同原版 无 

2 加后天悟性(10 or 15%)，和先天悟性挂钩 Intellect 1级 

大于40，15%，否则10%，最大加80点，需运用 

传音搜魂perceive 1 同原版 无 

灵气迫人 spirituality 1 同原版 无 

1.2.12.5 升级前置和使用前置 

  升级前置 使用前置 

agile 

lv1 无 无 

lv2 chainless chainless 

lv3 无 无 

athanasy 

lv1 无 无 

lv2 无 intellect 

lv3 spirituality constitution、intellect 

chainless 

lv1 无 无 

lv2 agile agile 

lv3 agile lv2 agile 

lv4 energy agile、energy 

constitution lv1 无 无 

corporeity 
lv1 无 无 

lv2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 

energy lv1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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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 intellect 无 

greedy 

lv1 无 无 

lv2 无 无 

lv3 无 无 

health 

lv1 无 无 

lv2 无 无 

lv3 无 无 

intellect 
lv1 无 无 

lv2 无 无 

ironskin 

lv1 无 无 

lv2 无 无 

lv3 无 无 

lucky 
lv1 无 无 

lv2 sociability sociability 

might 

lv1 无 无 

lv2 greedy greedy lv3 

lv3 greedy lv2 greedy lv3 

lv4 spirituality greedy lv3 

perceive 
lv1 无 无 

lv2 无 无 

sociability lv1 无 无 

spirituality lv1 无 无  

升级前置表示该特技在升级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升级之后不再需要； 

使用前置表示该特技要发挥出全额特效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不满足条件也能

使用，但效果打折。 

1.2.12.6 升级点数获取 

1) 2层通脉完成，花销1m exp，50w pot，5000 gold，1tqt积分可以取得1点

升级点数； 

2) 取得蜡像，花销1tqt积分可以得到1点升级点数； 

3) 人物等级105lv以后花销5m exp，1m pot，2wgold，1tqt后可以取得1点升

级点数； 

4) 人物等级110lv以后花销10m exp，2m pot，5w gold，1tqt后可以取得1点

升级点数； 

5) 人物等级120lv以后花销20m exp，5m pot，8w gold，1tqt后可以取得1点

升级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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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物等级150lv以后花销40m exp，10m pot，10w gold，1tqt后可以取得1

点升级点数； 

7) tqt花销积分15，30，60，120，240分可以分别取得1点升级点数； 

8) 进入难度3的剿匪宝库11次，就可以取得一个升级点数； 

9) 百晓生任务进入4分30秒以内，也可以取得一个升级点数； 

升级点数洗点道具—特质洗炼丹，hyd，xf任务奖励时掉落；特技变成１级，

属性点归还。 

查询剩余升级点数命令：levelup_special –h 

TQT升级秘籍购买后，尽快使用，不能存在房间！切记！ 

1.2.13 人物级别 

升级获得高的级别可以让自己的气血和精神更长，可以提升部分功夫的绝招

效果，可以让功夫的有效等级更高，在升级的同时有几率获得先天属性。升级的

地点在扬州名人堂，需要耗费一定的经验、声望和存款，同时对经验、声望和存

款都有要求，可以在名人堂用levelquery命令来查询升级要求，也可以用levelup

命令来升级。 

1.2.13.1 Levelup公式 

升至第a级时： 

1.升级所需当前最大经验=a^3×400，需消耗经验=a^2×120； 

2.所需最大声望=a×20000，需消耗声望=a×200； 

3.所需银行存款(单位gold)=a×10，需消耗存款=a×10；  

100级以上升级，所需经验为410+(a-100)*(a-100)M，声望都不变，但是消耗为上面正常消耗*10 在

游戏中可以直接使用levelup -q查询各种需求和消耗 

1.2.13.2 level的用处 

1) 10级以后可以在宝石库（包括锦囊）存取宝石 （此处稍有修改：exp 400K

后（=之前10级要求下限），如果可以证明你不是一个大米或者仓库，你

就可以被允许存放宝石。 证明你不是大米或者仓库的条件如下： *完

成任何十二大派任何一派新手任务（少林、武当稍迟加入判断），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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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条件（比如桃花岛、古墓，则需通过新手任务至少获得50k exp） *

有效fullme 50次以上（有效fullme是指上次fullme成功后到下次fullme成

功之间至少获得1K以上exp的增量）） 

2) 16级以后可以autoload随机装备（做任务打NPC掉落的） 

3) 增加气血和精神 

4) 增加所有技能有效等级 

5) 影响部分perform效果，和胡家刀法出刀数明确挂钩，胡家刀法出刀数不

会超过等级的开平方，也就是说出7刀需要49级，8刀需要64级。 

6) 现有的经脉系统需要等级支持才可通脉，通脉完成以后会有一些特殊效

果或者先天奖励。 

100level以上收益增加 

1) 超过105级，每5级提高每级气血加成50%，每级精神加成75%，不设上

限 比如101级每级加成1000，106级每级加成就是1500，111级每级加乘

就是2000，当然这里举例没考虑级别对基数的影响，仅仅是举例。 

2) 超过100级，每5级提高每级有效技能级别加成400%，不设上限 比如101

级每级有效技能增加5级，106级开始每级有效技能增加9级，111级开始

每级有效技能增加13级 

3) 超过110级，每级提供1%的技能和普通攻击伤害抗性，封顶50% 

4) 优化status_me显示，区分气血和精神的基础部分，0-100级加成部分，101

级以后的加成部分，其他加成。 

1.2.14 掌门大弟子 

作为一个门派新人，一定要认识本派的掌门大弟子。掌门大弟子的归属由门

忠和经验综合评定，拥有除了掌门外最高的权利。有判师记录不能担当掌门大弟

子。 

可以ask 掌门 about 掌门大弟子来查看谁是本派的大弟子，用top ddz指令可

查看所有门派的掌门大弟子。如果想要有一天取而代之，就要努力多为师门做出

贡献。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门忠和经验够高，ask 掌门 about 掌门大弟子，掌门就

会任命你为新的大弟子了。成为大弟子后，就多了一个指令search ID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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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指令可以让你命令门下弟子去江湖上查找任何人的踪迹。你们门派越强大，

查找的cd越短。 

不仅如此，掌门大弟子的随从弟子还随机拥有一项特技，这是一般弟子所没

有的。+ 同时掌门大弟子后，可以回本门派问其它NPC 关于修理的事，可以修

理自己的自定义兵器 

1.2.15 随从 

每一个门忠超过3000的玩家都有资格想本门最高掌门要求分配随从。命令 

ask xxx about 随从 随从的主要特性是可以执行任何你想让他执行的指令，例如 

mingling chat 你好 或者 mingling kill liu mang 

随从的强大程度和三个因素相关：玩家自身能力，门派威望，门忠。 最强

大的随从可以达到比玩家自身更强的地步。 需要跟随从培养感情，随从才能更

听话。 

掌门大弟子作为门派的实权人物，所拥有的随从随机获得一项特技。 

除了mingling之外，随从弟子还有十大功能。这十大功能全部和门派威望挂

钩。排名第十的功能 只有排名第十或者更靠前的门派才能使用。以此类推。 

1) - 解围 – 解除战斗中玩家的busy状态 stopbusy 

2) - 急救 – 玩家晕倒后立刻将玩家抱起，并恢复少量气血。避免玩家被杀。 

自动发动 

3) - 治疗 – 治疗一定量的气血，精神，并治疗一些奇特的伤势 cure 

4) - 重装武器  – 重新装载盔甲。战斗中如果武器被毁，可以恢复。

reloadweapon 

5) - 重装盔甲  – 重新装载盔甲。战斗中如果盔甲被毁，可以恢复。

reloadarmor 

6) - 修理 – 免费修理随机兵器 fix 

7) - 召唤 – 让弟子立刻出现在身边 mingling here 

8) - 遥控 – 远程给弟子下指令 mingling command 

9) - 隐姓 – 修改id changeid 

10) - 追踪 – 追查某人下落，并派出人马包围，使其不能随意行走。track 

以上功能对门忠都有不同要求，并且每次使用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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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年龄系统 

 50岁以前是24小时一岁，50岁以后是年龄^2/(25+年龄/2)一岁 

 dz命令：在打通任督二脉，高级内功500级以后，会产生年龄降低的作

用，大体上是平均每15分钟发挥一次作用，每次减少是1小时的倍值 

 具体倍率和你的高级内功等级有关，并且有极低概率产生半日的倍

值。 

 每获得一次年龄减值都会固定损耗一定量的最高内力，最高精力和

经验。 

 look的年龄和容貌描述会因为你的有效内功等级而产生一定程度的视

觉年龄调整。 

 普通列表项目具体调整从有效内功等级800级开始，视觉年龄因为内

功产生的下调是微调。 

 mudage命令可以查询因为dz产生的年龄减值具体小时数。 

 玩家18岁以后，不fullme的时间不涨年龄。这意味着发呆，挂机lingwu

等不会增长年龄。（补充:密信，奇怪的线索，胡一刀的藏宝图，做图片

任务……，这些虽然不能full状态，但系统会默认你为fullme状态，照

样计算年龄。） 

1.2.17 战斗系统 

南侠的战斗系统是按照回合制实行的，你一下我一下。如果你这一回合不能

动，那就错过一个回合，下一个回合还是一人一次机会。错过了就没有攻击。有

几个技能可以一个机会有2下-4下普通攻击。还有一些武功有连招的攻击。还有

一些能使对方无法攻击的特殊招数。 下面逐一分类介绍一下 

1.2.17.1 空手功夫和空手打架 

南侠中定义了很多空手的功夫，同样分基本和特殊两大类。 基本类是分，

strike掌法，claw爪法，finger指法，unarmed拳脚，cuff拳法，hand手法，等。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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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都是各自独立这几种互相不能代替，也不影响，finger手指强了，不等于claw

爪子就强。 

特殊类和基本类对应，每类功夫都有对应的特殊功夫，如：strike的降龙十

八掌，finger一阳指，hand天山折梅手等等。 

学功夫的时候看看老师用的什么基本，就知道这个特殊功夫对应的时候什么

基本功夫。 

空手功夫在空手的时候才能使用，手里拿了东西了就用不了（拿了一把武器，

可能还有一个空手，所以战斗中可以能看到用空手）。空手功夫要和下面的激发

（enable/jifa）空手备（prepare/bei）命令配合才能达到效果。没有空手备

（prepare/bei）那么只会自动使用unarmed拳脚，进行战斗。 

当前空手功夫还是以busy为主，或者个别暗器为主，如：天山六阳掌发生死

符，天龙寺一阳指。 战斗中，很少使用空手功夫对打，因为毕竟是空手，没有

宝刀利刃的辅助，伤害还是大打折扣的。就像空手一拳打在铁甲上没用。小说中

空手打在软胃甲上还会被扎伤（南侠中没有这个情况）。 

1.2.17.2 武器功夫 & 武器 & 防具 

南侠的武器功夫是主流，有了宝刀利刃，杀敌也更有利。学习使用也是以武

器功夫为主，拿了武器就无法用空手功夫，反之空手就没法使用武器功夫。令狐

冲就这样，没了剑，什么都不会了，有了宝剑，异常凶猛。NPC也一样，如果你

把他们打晕，拿了他们的武器，他们再次醒转的杀伤力也大大下降。 这里着重

介绍武器，而不需要太多说功夫。跟师傅学就行了。 

1.2.17.2.1 武器 篇 

最常见的就是刀，剑，棍(有stick，club之分好像？），枪，轮，鞭等等。 

当你装备了对应的武器在手里，你会自动的在战斗中使用武器功夫。同样，

需要和jifa激发配合，激发了特殊功夫才能有特殊功夫，不然就是基本。 
装备武器的命令 
 
wield 武器     |wi 武器  
还可以在武器后面加数字表示同样的武器的第几把。比如，你身上有两把长剑

(changjian)，你想装备第二把： 
 
wi changji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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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了拿下来的命令(unwield，uw)： 
 
unwield 武器名  |    unwield all    |   unwield right   
用可以把武器放回包里，这里武器名也可以加数字，数字的规则和顺序和装备前

不变，使用right （右手）或者left （左手）可以选择摘下哪个手的武器。 
 
武器的好坏： 
 
主要是看，武器装备后括号的数字如：游侠宝剑（+100），加数字越高表示武器

伤害越高，也是越好的武器。 
其次看，武器的可塑性，也是老玩家啊经常说的o，比如：3o ，4o 就是说武器

上有几个“洞”，可以用来镶嵌宝石，来提高武器的效果。详见宝石系统 
武器当前在锻造上可以镶嵌3o的，4o的武器虽说更好但是无法镶嵌，参看宝石系

统的锻造镶嵌部分。 
注： 
 
南侠的任务大部分都是右撇子，右手武器对应的功夫才能发pfm，左手的发不出

来，所以想用招法的装备好右手，左手配合平砍。（好像主要影响武当派，剑，

要在右手才能有pfm） 
明教的孩子都被教的很好，左手可以用圣火令，右手没有武器，左手的也不受影

响，一样发圣火令的武功。 

1.2.17.2.2 防具 篇 

 
防具当你用 i 命令查看自己的包裹的时候，就看到身上的空位。如：头，披风，

衣服，甲，鞋，盾，等 
 
这里盾算是左手，虽说它自己有个自己的位置，人不可能把盾挂在胳膊，或者腰

上，所以用左手拿盾。自然就无法装备双手了。没有盾牌作为武器的技能，没有

“盾牌猛击”一类的特技。盾牌属于防具，使用方法如下： 
 
穿防具用wear命令，如：wear armor;穿铁甲。用remove脱衣服，如：remove armor;  
防具的好坏： 
 
防御数值(+xxx)并不是很重要，因为防具的特点不是降低伤害，而是降低对最大

气血的伤害，对当前气血，基本没什么防御作用，被砍了肯定不会还原到没被砍

之前，所以是最大值的防御作用。 
可索性 相比更重要一些。 
编辑 

1.2.17.2.3 饰品 

 
饰品里面基本是 戒指 项链。饰品也算是防具的一部分，使用方法同防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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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呢： 
 
就看可塑性 2o 不错， 3o 极品 

1.2.17.3 相关指令 

 
编辑 
战前准备 
 
编辑 
激发jifa 
 
jifa 基本武功 特殊武功 
如： jifa force beiming-shengong; 
取消： jifa force none; 
作用就是把某一个特殊武功和基本武功链接起来，这样使用时候就可以使用指定

的特殊功夫。每个人都可以学很多功夫，比如，太极神功，九阴神功，北冥神功，

九阳神功，等等。 每种功夫都有自己的特殊功效，你必须指定一个然后才能使

用，比如，当jifa了北冥神功，你就可以使用北冥的吸内力，如果需要太极神功

配合，那么就要jifa太极神功。 对于武器空手的功夫，你如果不激发，那就是用 
基本功夫。 
 
比如：  
你没有激发特殊功夫英雄剑法（jifa sword hero-jian;）当前的状态时无none（jifa 
sword none)。 
这个时候你拿起一把剑，战斗中使用的是基本剑法，命中和伤害等按照你基本剑

法等级计算。 
当你激发以后，你激发学会的英雄剑法以后，战斗中会出现使用特殊功夫的描述。 

1.2.18 技能 

技能 
 
编辑 
文化技能 
 
编辑 
初级阶段 
 
和人学 能学到师父的技能上线 （耗潜能） 
 
xue 某人 for 某个技能 n     （n是次数） 
看书学 每一个书都有个相应的阅读上限 参考书籍一览 有的书用du 有的用

study 有的用read，有的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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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tianlong 1 
du shediao for 1 
编辑 
基本武功 
 
在通过少林的“罗汉大阵”以后可以自己lingwu，特殊武功>=基本武功， 正确

jifa/enable 相应的功夫以后 
 
lingwu sword 1 
编辑 
特殊武功 
 
可以通过lian 的方法自己练习，基本武功>=特殊武功 练习武器的武功，需要手

持武器，空手武功，需要空手 
 
编辑 
特殊内功 
 
特殊内功到了100级以后，可以靠修炼提升 （耗费大量潜能） 
 
xiulian taiyi-shengong 1 
编辑 
切磋 
 
有些特殊武功，可“练习lian” 的条件很高，初期阶段不能lian 
 
比如知名的“辟邪剑法”，看书能到180级，东方不败只教到490级，但是练习辟

邪剑法的条件是500级，所以可以和师傅切磋10级后自行练习。（消耗大量潜能，

慎用) 
 
效率和潜能消耗的情况： 有效切磋>修炼>无效切磋，夫妻间不能互相学习 
 
这里的”有效切磋“ 指 经验大于技能等级三次方就是有效切磋 （EXP > 
skill_level^3) 
 
注：经验支持技能等级上限是超过技能三次方除10 （EXP >= skill_level^/10)，
也就是说有效切磋是经验支持的等级上限远远高于当前修炼技能等级。 

1.2.19 地图 

1.2.19.1 图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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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2 文字版 

【大理城地图】 
                                                        (天龙寺，成都) 
                                                             ｜ 
                                                            官道 
                                                           ╱ 
                                                        官道 
                                                       ╱ 
                                                    官道1 
                                                   ╱ 
                                            南诏德化碑 
                                                ｜ 
                                              太和城2 
                                                ｜ 
                                             大理城北 
                                                ｜ 
                                               北门3    法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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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理王府)—太和街口—定安府4 
                                                ｜       ｜ 
                                                ｜厢房—小院6—厢房 
                                                ｜       ｜ ↘      薛记成衣铺10 
                                                ｜      伙房  库房7     ｜ 
                              清池—蛇骨塔8—太和街口————————太和东街

—石铺9 
                                                ｜    太和居二楼14      ｜ 
                                                ｜         〓          药铺11 
                       后厅  计氏马车分行29—中心广场12—太和居13 
                        ｜                      ｜ 
                      议事厅18—门堂            ｜ 
                                 ∧             ｜ 
  客房27     贵宾室  贵宾室28  土司府17         ｜    摆夷字馆   玉虚观23 
   ∧          ∧      ∧        ｜             ｜       ｜        ∧ 
  走廊—走廊—走廊——走廊     大和街————十字路口—大和街   玉虚观前

22 
         〓                      ｜             ｜       ｜        ｜ 
         〓     小亭      马厩—兵营16          ｜    摆夷民居15 蝴蝶泉 
         〓      ｜                             ｜                   ╲ 
        楼梯26—大厅25                         南门19——→林间小道 林荫小道

21 
                 ∧                             ｜                 ╲  ｜ 
             五华楼大门24                       ｜                   黑龙岭 
                 ｜                             ｜                         ╲ 
                古道————绿玉溪沿岸————双鹤桥                         黑
龙潭20 
                                                ｜ 
                                              (昆明) 
1.摆夷女子(Girl); 2.武将(Wu jiang)，士兵(Shi bing); 3.武将(Wu jiang)，士兵(Shi 
bing); 4.傅思归(Fu sigui)，副将(Fu jiang); 5.总管(Zong guan)，摆夷判官(Pan 
guan)，段陉(Duan jin); 6.小厮子(Xiao si)，护院武士(Wei shi); 7.古笃诚(Gu 
ducheng); 8.小孩(Kid); 9.石匠(Shi jiang); 10.薛老板(Xue laoban); 11.何红药

(He hongyao); 12.江湖艺人(Jianghu yiren); 13.店小二(Xiao er); 14.宋老板

(Song laoban)，歌女(Ge nu); 15.摆夷老叟(Oldman)，南国姑娘(Girl); 16.黄衣

卫士(Wei shi)，士兵(Shi bing); 17.大土司(Da tusi)，侍从(Shi cong); 18.大土司

(Da tusi)，族头人(Zu touren); 19.武将(Wu jiang)，士兵(Shi bing); 20.游客(You 
ke); 21.麻雀(Maque); 22.小道姑(Xiao daogu); 23.刀白凤(Dao baifeng); 24.素
衣卫士(Wei shi); 25.侍者(Shi zhe); 26.高升泰(Gao shengtai)，素衣卫士(Wei shi); 
27.陪从(Pei cong); 28.傣族首领(Daizu shouling); 29.招牌(paizi)，马车(che) 
【大理王府地图】 
                                          茶花院 
                                        ╱  ｜  ╲ 

南侠wiki  第101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睡房  书房   茶花院—茶花院—茶花院 
                      ｜ ╱                 ｜ 
             大山石  厅房—厢房9          茶花院 
                   ╲ ｜ ╲             ╱      ╲ 
               甬路—甬路8 书房10 茶花院          茶花院 
                   ╲                   ╲      ╱ 
            承光壁   大殿7                茶花园 
              ｜      ｜                    ∧ 
            观妙亭—石板路—喷水池———茶花园入口 
                      ｜ 
          司马堂3    前院5 
            ｜    ╱  ∨ 
司空堂1—府衙前厅4 王府大门6—(大理城) 
            ｜ 
          司徒堂2 
1.巴天石(Ba tianshi); 2.华赫艮(Hua hegen); 3.范骅(Fan ye); 4.黄衣卫士(Wei 
shi)，副将(Fu jiang); 5.崔百泉(Cui baiquan)，小厮子(Xiao si); 6.褚万里(Zhu 
wanli)，锦衣卫士(Wei shi)，黄衣卫士(Wei shi); 7.护院武士领队(Weishi lingdui)，
护院武士(Wei shi); 8.小丫鬟(Ya huan); 9.朱丹臣(Zhu danchen)，卫士长(Weishi 
zhang); 10.段正淳(Duan zhengchun) 
【麒麟村地图】 
                                 ◎石洞◎＞密室13 
                                    ∧      │ 
                                   山路12-┄╯ 
                                    ↑ 
                                   山路 
                                    ↑ 
                                   山路       沥泉洞15 
                                      ╲        ∧ 
                                       山路→沥泉洞前14 
                                        ↑ 
                           山路→山路→山路─方丈室11 
                          ╱ 
           练武场10    山路 
             │         │ 
          王员外家9    山路 
             │       ╱ 
    酒店8─ 小路 ─山路 
             │ 
张员外家1─ 小路 ─汤员外家2 
             │ 
  土地庙3─小广场────小路4 
             │           │ 
  岳飞家5─ 小路 ─学馆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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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民宅7        小路 
                       ╱ 
                (洛阳，汝州) 
1.张涛(Zhang tao)，张刘氏(Zhang liushi); 2.汤永澄(Tang yongcheng)，汤洪氏

(Tang hongshi); 3.村长(Cun zhang); 4.张老汉(Zhang laohan); 5.岳母(Yue mu); 
6.周侗(Zhou tong); 7.王二愣(Wang erleng); 8.酒神张(Jiushen zhang); 9.王明

(Wang ming)，王裴氏(Wang peishi); 10.王贵(Wang gui)，张显(Zhang xian)，
汤怀(Tang huai); 11.志明长老(Zhiming zhanglao); 12.山洞(hole); 13.翠姑(Cui 
gu)，岳飞(Yue fei)，小土匪(Xiao tufei)，野猪(Ye zhu); 14.石洞(hole); 15.沥泉

怪蛇(Liquan guaishe) 
【桃源县地图】 
                        ╭┄后山 
                        ┊   │ 
                        ┊  石屋10 
                        ┊      ╲ 
                        ┊        竹林小径 
                        ┊           │ 
                        ┊  石梁8 ＞厢房9 
                        ┊   〓 
                        ┊  半山7 
                        ┊   〓 
                        ┊  半山6  观瀑台 
                        ┊   〓  ↗ 
                        ╰┄瀑布5＞水潭 
                          ╱ 
            (岳阳)   桃源县境 
           ╱         ╱ 
      桃源驿站1─桃源驿路2 
       ╱         ╱ 
(铁掌峰)     桃源驿站3＞黑沼小屋4 
                │         │ 
             ◎黑沼◎───╯ 
1.裘千仞(Qiu qianren)，铁掌帮众(Bang zhong); 2.铁掌帮众(Bang zhong); 3.铁
掌帮众(Bang zhong); 4.瑛姑(Yinggu); 5.渔隐(Yuyin)，小船(Boat); 6.樵隐

(Qiaoyin); 7.耕夫(Gengfu); 8.书生(Shusheng); 9.小沙弥(Xiao shami); 10.一灯

大师(Yideng dashi)，小沙弥(Xiao shami) 
【扬州城地图】 
                                                   (淮北)  (曲埠) 
                                                        ╲   │ 
                                                          青石大道 
                                                  宝石库     │ 
                                                    │      北门27─城北军营28 
                                      巫 师 休 息 室  新 宝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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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                      喜福堂 
                                          〓        │       │                        〓 
                                      巫师会客室  名人堂23   │宴客厅─宴客厅门

厅─醉仙楼二楼25─醉仙楼雅座单间26 
                                      内 宅

17    ╲  〓       │                        〓                 暗道70─林间小屋71 
                   西厢9─后院8┄东厢73│          武庙22─北大街─────

─────醉仙楼24              ∧ 
                           │  西厅-衙门正厅15-东厅16        │    客店二楼

21                            土地庙69 
                        财主大院7      │                    │       〓            敬
师堂    配药房       ╰───╮ 
                           │大堂14-衙门大门13 扬州钱庄19─北大街18─客店

20           │        │             ◎青竹林◎ 
(信阳)         飞龙帮4  财主大门6      │        │          │ ╰比武场  天月

书肆34-书院33    药铺39 荣昌交易行40 │ 
      ╲          │         │           │      扬州金店  宝库╮│╭赏月台

29             │        │        │       │ 
        西门1─西大街──西大街───西大街10 ──────中央广场──

───────东大街35─东大街──东大街──东门42 
                 │         │           │             ( 树洞 ) ╯│╰销金

窟               │        │        │       │ 
                 │       奇 珍 阁 5    兵 营 大 门

11               │    ∨               杂货铺36  打铁铺37  宠物店41   │ 
        红娘庄大门2-走廊3-红娘堂-姻缘堂│        玩家当铺    │  发呆室

30                       │                 │ 
                                      兵 营 12      拱 猪 房 
╲  │                             打铁铺内室38    正气山庄的大门43 
                                       │            〓      ╲

│                                                    │ 
                                     兵器库         赌场──南大街48─当铺

4                      较技场45─看台─正气山庄44 
                                                    〓       │       │ 
                                                  麻将馆49   │     荣宝斋47 
                                 中原马车行72─春来茶馆50─南大街51────

───────────丽春院52    地下城铁铺54 
                                                             │                            
        〓             │ 
                                                 礼品店56    │     酒店61   鞋帽店

63 花店66   丽春院密室53←地下城东大街 
                                                   │        │      │        │      │
                         │ 
                                 贵妃浴场58──花园别墅区─南大街─云台街──

云台街─云台街65─房产公司68  虫二的地下城铁铺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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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女浴室─浴室走廊─男浴室 驿站57    南门60 小吃店

62  衣服铺64 茶庄67 
                                    │                       ↓ 
                                  按摩房59      (杀手帮)←青石大道 
                                                                 ╲ 
                                                                  青石大道 
                                                                     ↓ 
                                                              (长江北岸，扬子津)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媒婆(Mei_po); 3.小红娘(Xiao hongniang); 
4.帮主(Bang zhu)，飞龙帮众(Bang zhong); 5.江不二(Jiang buer); 6.大狼狗(Wolf 
dog); 7.管家(Guan jia)，家丁(Jia ding); 8.崔员外(Cui yuanwai)，田伯光(Tian 
boguang)，门(men); 9.崔莺莺(Cui yingying); 10.流氓(Liu mang); 11.官兵(Guan 
bing); 12.史青山(Shi qingshan)，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3.衙役(Ya 
yi); 14.江耀亭(Jiang yaoting)，衙役(Ya yi); 15.程药发(Cheng yaofa)，谭友纪(Tan 
youji); 16.张帐房(Zhang zhangfang); 17.程玉环(Cheng yuhuan); 18.行者

(Xingzhe)，流氓头(Liumang tou)，流氓(Liu mang); 19.钱眼开(Qian yankai); 20.
店小二(Xiao er)，天神随从(Tianshen suicong)，引路人; 21.行者(Xingzhe); 22.
功德箱(Gongde xiang); 23.金庸(Jin yong)，无欢(Wu huan)，冰冰(Icer npc)，
红豆(Hongdou npc); 24.店小二(Xiao er); 25.百晓生(Bai xiaosheng)，冼老板

(Xian laoban)，王五(Wang wu); 26.醉汉(Zui han); 27.武将(Wu jiang)，官兵

(Guan bing); 28.史可法(Shi kefa)，大明武将(Wu jiang); 29.绿萼(Lver); 30.满不

懂(Man budong)，巡捕(Xun bu)，无际(Vast npc)，爱爱(Aiai npc); 33.夫子(Fu zi); 
34.招牌(zhaopai)，书店伙计; 35.流氓头(Liumang tou)，流氓(Liu mang); 36.杨
永福(Yang yongfu); 37.王铁匠(Wang tiejiang); 38.铁匠铺伙计(Huo ji); 39.平一

指(Ping yizhi);药铺伙计(Yaopu huoji); 40.曲清(Qu qing); 41.殷老板(Yin laoban); 
42.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43.家丁(Jia ding); 44.龙华天(Long 
huatian); 45.家丁(Jia ding); 46.唐楠(Tang nan); 47.刘老板(Liu laoban); 48.流
氓(Liu mang); 49.麻将馆小姐(Girl); 50.慕容复(Murong fu)，阿庆嫂(Aqing sao); 
51.托钵僧(Tuobo seng); 52.韦春芳(Wei chunfang)，龟奴(Gui nu); 53.虫子

(Chong zi); 54.熔炉(Rong lu); 55.铁铺伙计(Huo ji)，熔炉(Rong lu); 56.礼品店

小姐(Girl); 57.驿站伙计(Huo ji); 58.浴室招待(Zhaodai); 59.和服女子(Hefu nvzi); 
60.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61.沈千盅(Shen qianzhong); 62.胡金科

(Hu jinke); 63.谢一绝(Xie yijue); 64.陈震骐(Chen zhenqi); 65.小宝贝(Bao bei); 
66.尹霜叶(Yin shuangye); 67.钟茗(Zhong ming); 68.推销小姐(Girl); 69.鲁有脚

(Lu youjiao)，彭有敬(Peng youjing); 70.简长老(Jian zhanglao); 71.洪七公(Hong 
qigong)，赵狗儿(Zhao gouer)，竹棒(Zhubang)，烤鸡腿(Jitui)，红烧狗肉(Gou rou); 
72.招牌(paizi)，马车(che); 73.红娘(Hong niang) 
【杀手帮地图】 
                纵横神府23 
                   │ 
                 黑云堂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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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风堂21        山顶←山路 
                   │                ↗ 
                 红雨堂20        山路19←山路18 
                   │                     ↑ 
                  石阶                   山路17 
                   │                     ↑ 
  消魂屋24        石阶                   后山 
    〓             │                     │ 
   妓院1 当铺3   效忠楼5       浴室    ◎果林◎ 
    │    │       │           │        │ 
   大道─大道─杀手帮广场4 ──大道───大道←山路←山路←山路 
          │       │           │        │ 
         药铺2    石阶←石阶6  浴室       │ 
                         ↑               │ 
               休息室   石阶7 练武场13─练武场12─练武场14 
                 │      │               │ 
                饭厅9─万纶台8          练武场15 
                         │               │ 
                        山门10          练武场16 
                         │ 
                        山路11 
                         │ 
                        山路←山路←(扬州) 
1.婆子(Pozi)，小红(Xiao hong)，小翠(Xiao cui); 2.妙回春(Miao huichun); 3.独
孤梦(Dugu meng); 4.杀手帮弟子(Dizi); 5.浪回头(Lang huitou); 6.脚夫(Jiao fu); 
7.脚夫(Jiao fu); 8.梁柳鹤(Liang liuhe)，杀手帮弟子(Dizi); 9.茶碗(Wan)，包子

(Baozi)，烤鸡腿(Jitui); 10.杀手帮弟子(Dizi); 11.脚夫(Jiao fu); 12.罡风杀手

(Feng); 13.霏云杀手(Yun); 14.擎雷杀手(Lei); 15.涟电杀手(Dian); 16.崆潮杀手

(Chao); 17.黑熊(Bear); 18.豹子(Baozi); 19.狐狸(Huli); 20.欧阳敏(Ouyang min)，
杀手帮女弟子(Nvdizi); 21.杨啸天(Yang xiaotian)，杀手帮弟子(Dizi); 22.柳随风

(Liu suifeng); 23.楚云飞(Chu yunfei)，仆人(Puren); 24.阿萍(Ping) 
【丐帮地图】 
            土地庙(麒麟村) 
              〓 
             暗道 
                 ╲ 
                   暗道                                 (黄河南岸) 
                    │                                      ∨ 
                   暗道                                   堤坝下3 
                      ╲         (小村)       (少林乔家)    │   暗道6─林间小屋

7 
                       暗道      打谷场          厨房      暗道   ∧ 
                          ╲       〓             〓      ╱    土地庙5 
        (明教)草棚        暗道 谷场槐树边1      屋角边2 暗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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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破庙密室   │ 
            草棚密室12            暗道       暗道  暗道         ╱        │ 
                    ╲             │       ╱      │       暗道4    ◎青竹林◎ 
                     <暗道渗水>   暗道   暗道      暗道     ╱            │ 
                                   │   ╱          │   暗道         (扬州东门) 
   (星宿)                          <1><3>==========<7> ╱ 
  天山脚下＞沙丘小洞8─暗道─暗道─<4>    树洞下   <2>      (扬州) 
                                 暗道─<9>===<5>===╮      中央广场 
                               ╱          ╱      │         ∨ 
                            暗道        暗道       │      树洞内部11 
           (凌霄城)          │        ╱          ╰──── 〓 
             雪地           暗道    暗道 
              ∨           ╱      ╱ 
             雪洞       暗道   土匪窝边10 
                 ╲    ╱         ∧ 
     (大轮寺)雪坡  暗道        林中小路 
              ∨ ╱             (武当) 
             雪洞9 
1.莫不收(Mo bushou); 2.何不净(He bujing); 3.黎生(Li sheng); 4.快活三

(Kuaihuo san); 5.鲁有脚(Lu youjiao)，彭有敬(Peng youjing); 6.简长老(Jian 
zhanglao); 7.洪七公(Hong qigong)，赵狗儿(Zhao gouer)，竹棒(Zhubang)，烤

鸡腿(Jitui)，红烧狗肉(Gou rou); 8.余洪兴(Yu hongxing); 9.马俱为(Ma juwei); 
10.李斧头(Li futou); 11.裘万家(Qiu wanjia)，左全(Zuo quan); 12.江上游(Jiang 
shangyou) 
【长江北岸地图】 
                                                ( 信

阳)                                                    (扬州) 
                                                     ╲                                     
                   ╲ 
                                   岸边─岸边─岸边 小池镇           岸边─渡口3
─渡口─渡口4─岸边           青石大道 望江亭6 
                                    /              ╲ 
│              /                          \                 ↓  〓 
                                 岸 边                 渡 口 2         岸
边                          岸边─岸边─岸边─扬子津─扬子津5─岸边 
                                  /                    \            /                       
                                           \ 
                ( 襄 阳 )         岸 边                     岸 边       岸
边                                                               长江天险 
                     ╲         /                        \        / 
岸边                华容道   岸边                        岸边─岸边 
  \                   │      / 
  岸边─渡口─陵矶1─岸边─岸边 
1.老艄公(shao gong); 2.老艄公(shao gong); 3.老艄公(shao gong); 4.老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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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 gong); 5.老艄公(shao gong); 6.裘千丈(Qiu qianzhang) 
 
【长江南岸地图】 
                                   岸边─岸边─岸边              岸边─采石矶3─
渡口─燕子矶4─岸边 
                                    /            \                /             ╱        
        \ 
                                 岸边             渡口2         岸边           官
道                岸边─岸边─岸边─西津渡口─渡口5─岸边 
                                  /                \            /               ╲        
                             ╲              \ 
                               岸边                岸边      岸边                (应天

府)                               土路          岸边 
                                /                    \        /                              
                              ╲            \ 
岸 边                          岸 边                     岸 边 ─ 岸

边                                                            (镇江府)     岸边 
  \                           /                       │    │                             
                                             ╱ 
  岸边─渡口─陵矶 1 ─岸边─岸边                     浔阳楼   锁江

楼                                                                  (苏州) 
                            │                         (江州) 
                           北门(岳阳) 
1.老艄公(shao gong); 2.老艄公(shao gong); 3.老艄公(shao gong)，快船(boat); 
4.老艄公(shao gong); 5.老艄公(shao gong) 
【黄河北岸地图】 
                                         ◎库布齐沙漠◎ 
                                               │ 
                                           黄河拐弯处 
                                             ╱  ╲ 
                                          北岸──北岸 
                                         ╱          ╲ 
                                      北岸            北岸 
                                     ╱                │ 
              (明教)─沙漠边缘    北岸                北岸 
                             ╲  ╱                  ╱ 
                              古渡2               北岸 
                             ╱                    │ 
                          北岸                    北岸 
                         ╱ │                     │ 
                      北岸 浅滩5                  北岸 
                     ╱                              ╲ 
                  渡口1                               北岸    (晋阳) 
     (白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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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北岸                                        北岸 官道 
             ╱                                              ╲ │ 
          渡口                                               风陵渡3   (北京) 
         ╱                                                     │          ╲ 
北岸─北岸                                                     北岸─北岸    土
路         北岸 
                                                                        ╲  ╱           ╱ 
                                                                         北岸─渡口4─
北岸 
1.老艄公(shao gong); 2.老艄公(shao gong); 3.老艄公(shao gong); 4.老艄公

(shao gong); 5.石块(shikuai) 
【黄河南岸地图】 
                                          南岸─南岸 
                                         ╱        ╲ 
                                      南岸          南岸 
                                     ╱              │ 
                                  南岸              南岸 
                                 ╱                ╱ 
                        浅滩6 古渡2             南岸 
                          │ ╱  ╲              │ 
                          南岸    土路          南岸 
                         ╱          ╲          │ 
                      南岸            (灵州)    南岸 
                     ╱                            ╲ 
                  渡口1                             南岸 
                 ╱                                    ╲ 
              南岸                                      南岸 
             ╱  ╲                                    ╱  ╲ 
          渡口     天山山路←(星宿)               (长安)    南岸─孟津渡3─南

岸                  黄河入海口 
         ╱                                                         ↑        ╲          
      ╱ 
南岸─南岸                                                         洛水        南岸5
─渡口4─南岸 
                                                                    │          ∨       
╲ 
                                                                  (洛阳)      堤坝

下    青石大道 
                                                                                │          
 ╲ 
                                                                            (丐阳暗

道)       (曲埠，泰山) 
1.老艄公(shao gong); 2.老艄公(shao gong); 3.老艄公(shao gong); 4.老艄公

(shao gong); 5.小洞(zuan hole); 6.石块(shik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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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侠客行 
【日月神教地图】 
                                   ╭┄┄┄┄＞竹篓＜┄┄┄┄╮ 
                                   ┊                         ┊  闺房 28─小

舍                  后殿 
                                黑 木 崖 下 19   内 厅 18 ─ 厨 房

31  ┊          │                  ╱  ╲ 
                                   │         │             ┊         花园 小石屋27
＜西侧殿26   东侧殿─赏月台 
                          柴 房 ─ 村 中 小 路 32 ─ 白 虎 堂 17 ─ 书 院 30 
┊          ∨    ∨            ╲  ╱ 
                                   │                         ┊          地道─地

道           成德殿25 
            厢 房 12    铁 匠 铺 16 ─ 村 中 小 路 7 ─ 庄 稼 地

9           ┊                                ∧ 
             │                    │        │              ┊                           
    长廊24 
  正 房 14 ─ 农 家 小 院 11 ─ 院 门 口 10 ─ 村 中 小 路 6 ─ 庄 稼 地

8           ┊                                │ 
   │        │                    │                        ┊                           
    长廊23 
  卧 房 15    柴 房 13    朱 雀 堂 里 屋 5  │ 牌 坊 上 29   竹

林         ┊                                ∧ 
                          │       │〓          │          ┊                   练武

场33─成德殿门22─练武场34 
                        朱 雀 堂 3 ─ 小 村 庄 2 ─ ─ ─ ─ 竹 林 ─ 竹

林   ┊                                │ 
                          │       ↑ ╲         │          ┊                    休息

室21─黑木崖20─望海石35 
                        休息室4   山路 马车行37 竹林         ╰┄┄┄┄┄┄┄

┄┄┄┄┄┄┄┄╯│ 
                                   ↑                                                      
 监狱入口36 
                                  土

路                                                         │ 
                                 ╱                                         黑狱  黑
狱  黑狱─过道─黑狱  黑狱  黑狱 
                              土

路                                           │    │          │          │    │ 
                               │                                           过道─过道

────过道────过道─过道 
                              土 路 1 ( 北

京)                                   │    │          │          │    │ 
                               ↑  ╱                                       黑狱  黑
狱  黑狱─过道─黑狱  黑狱  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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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阳)─官道 
1.秦伟邦(Qin weibang); 2.童百熊(Tong baixiong)，日月教众(Riyue jiaozhong)，
牌坊(paifang); 3.鲍大楚(Bao dachu)，日月教众(Riyue jiaozhong); 4.红烧牛肉

(Hongshao niurou)，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 5.向
问天(Xiang wentian); 6.女孩(Girl)，小孩(Kid); 7.男孩(Boy)，女孩(Girl); 8.麻雀

(Maque); 9.麻雀(Maque); 10.大黑(Dog); 11.小鸡(Xiao ji); 12.农夫(Nong fu); 
13.树枝(wood); 14.葫芦(Hulu)，蜡烛(La zhu); 15.农妇(Woman); 16.王铁匠

(Wang tiejiang); 17.上官云(Shangguan yun)，日月教众(Riyue jiaozhong); 18.
琉璃茄子(Liuli qiezi)，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麻辣豆腐(Mala doufu); 19.日
月教众(Riyue jiaozhong)，告示(gaoshi); 20.贾布(Jia bu)，日月教众(Riyue 
jiaozhong); 21.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麻辣豆腐(Mala doufu)，菠菜粉条

(Bocai fentiao); 22.紫衫使者(Zishan shizhe); 23.紫衫使者(Zishan shizhe); 24.
紫衫使者(Zishan shizhe); 25.东方不败(Dongfang bubai)，杨莲亭(Yang lianting)，
任我行(Ren woxing)，紫衫使者(Zishan shizhe); 26.门(gate); 27.墙壁(wall); 28.
东方不败(Dongfang bubai); 29.字(zi); 30.饱学之士; 31.大师傅，灶台(Zao tai); 
32.看管竹篓的弟子(Di zi); 33.兵器架(Bingqi jia); 34.兵器架(Bingqi jia); 35.石碑

(shibei); 36.狱头，食盒(he)，地图(map); 37.招牌(paizi)，马车(che) 
【北京城地图－内城】 
德 胜 门                 押 签 房 49 斗 鸡 房 51            安 定

门                                  厅堂60 
    ╲                   │       │          钟 楼 二 层 55
│                                     │ 
      ╲      骰 子 房 47 ─ 大 厅 48 ─ 庭 院 ─ 鹿 鼎 公 府 大 院  ↖ 
│                              营房─校场58─食堂59 
        ╲   地下密室 53╯│       │       │           钟楼        刑部府

衙                     │侍卫营武器库61 
          ╲         骨 骰 房 50 赛 龟 房

52   │           │           │                        │ ↓ 
            ╲宝源金店                  │ 鼓楼二层54│      刑部府衙大门

56             侍卫营大门57 
              ╲ │           ╭ ─ ─ ─ ─ ─ ╯         ↖ 
│           │                        │ 
西直门───西直门大街─鼓楼西大街─鼓楼西大街───鼓楼───鼓楼东

大街─鼓楼东大街──东直门大街───东直门 
                │          │          │           │           │                    
    │ 
                │  户部府衙大门33  兵部府衙大门34   │      礼部府衙大门

38                 │ 
                │           │           │          地 安 门

36       │                        │ 
                │        户部府衙     兵部府衙 35      │         礼部府

衙                     │ 
皇城当铺31─阜成门大街─宝源钱庄32          火神庙＜景山37──────

─────────朝阳门大街───朝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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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阜 成 门 大 街 ─ 北 海 西 门 30                 神 武

门                                   │      镖局大院40 
                │                                   │                                    
 │         │ 
  一 笑 堂 28 ─ 阜 成 门 大 街 ─ 食 为 天

29                     │       41    42                  王府井大街─武胜镖局39 
                │    ╲                            ( 紫禁城 )   书房   厨
房                     │ 
                │    灵 境 胡 同                         │ 
43    │    │       46             │ 
                │      │                           │卧房-后院44-大院45-鳌府大

门-街道-王府井大街 
                │  (康亲王府)  博饼屋    马车行64 天安门〓   │   玩家当

铺                 │ 
                │                 │         │        │  暗 室  牢 房

62   │                    │ 
西便门5-───宣武门6──西单─西长安街─西长安街─长安街21────东

长安街22─东长安街─-崇文门27───东便门 
                │        麻 将 馆 23 ╯ ╰ 入 神 坐 照 室

24    │               │                    │ 
            宣武门大街          雅座10    空地63     │             荣宝斋

26                │ 
                │       绸 缎 庄 7  〓         ∧       正 阳 门

25                                 │ 
            宣 武 门 大 街       ╲  全 聚 德 9  ╭ 长 街

╮     │                                     │ 
                │             ╲  │ ╭ 屠 宰 场

13  ╲    │                                     │ 
广安门1-───菜市口2───── 天桥3 ─────正阳门外大街4────

──正阳门东大街─崇文门外大街 
                │       杂 货 铺 8 ╯ │  ╲  乐 府 诗 社

11    │                         │          │ 
                │       客栈二楼│   ╲  〓         │                       小胡

同        │ 
                │              〓 │    京 城 茶 馆

12     │                        ╱           │ 
                │             诚 意 客 栈

14             │                       北            │ 
                │               │                  │     ╭─辟才胡同─西(天坛)
东─ 崇文门外大街 
                │   西 客 房 16 ─ 客 栈 后 院 15 ─ 东 客 房

17   │     │     │         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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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右安门大街─────丰盛胡同────正阳门外大街

╯     │            小胡同     │ 
                │                 │                │            │                 ╲ 
   │ 
                │梅记包子铺18─夏家胡同────正阳门外大街19─甜水井胡

同20            广渠门大街───广渠门 
                │                                   │                                    
 │ 
              右 安 门                                永 安

门                                 左安门 
1.守门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城门守卫(Chengmen shouwei); 3.
徐天川(Xu tianchuan)，杂耍的(Zashua)，小贩(Seller); 4.小贩(Seller); 5.官兵

(Guan bing); 6.官兵(Guan bing); 7.张氏(Zhang shi); 8.刘富贵(Liu fugui); 9.店
小二(Xiao er); 10.吴六奇(Wu liuqi); 11.茶博士(Cha boshi).酸秀才(Suan xiucai); 
12.关安基(Guan anji)，伙计(Huoji); 13.李力世(Li lishi)，钱老本(Qian laoben)，
屠宰场伙计(Huo ji); 14.店小二(Xiao er); 15.板壁(wall); 16.掌柜(Zhang gui)，客

店伙计(Kedian huoji); 17.独臂神尼(Dubi shenni)，喇嘛(Lama); 18.梅老板(Mei 
laoban); 19.守门武将(Wu jiang)，小贩(Seller); 20.磨刀匠(Modao jiang); 21.下
棋的(Xiaqi)，八旗子弟(Baqi zidi); 22.下棋的(Xiaqi); 23.麻将馆小姐(Girl); 24.石
桌(Table)，石凳(Seat); 25.官兵(Guan bing); 26.书店伙计; 27.官兵(Guan bing); 
28.喜来乐(Xi laile)，张德福(Zhang defu); 29.赛西施(Sai xishi); 30.官兵(Guan 
bing); 31.当铺伙计(Huo ji); 32.钱庄伙计(Huo ji); 33.侍卫(Shi wei); 34.侍卫(Shi 
wei); 35.明珠(Ming zhu)，兵部侍郎(Bingbu shilang); 36.官兵(Guan bing); 37.
官兵(Guan bing); 38.侍卫(Shi wei); 39.镖头(Biao tou); 40.王武通(Wang 
wutong); 41.「明书辑略」(Mingshu jilue); 42.厨师(Chu shi); 43.鳌拜(Ao bai)，
虎皮豹皮(pi); 44.女管家(Guan jia)，家丁(Jia ding)，牢门(men); 45.吴之荣(Wu 
zhirong); 46.官兵(Guan bing); 47.女赌客(Du ke); 48.韦小宝(Wei xiaobao); 49.
签客(Qian ke); 50.庄东(Zhuang dong); 51.养鸡人(Yangji ren)，绿尾鸡(Dou ji)，
红冠鸡(Dou ji); 52.龟童(Gui tong)，不老龟(Sai gui)，千年龟(Sai gui)，长寿龟

(Sai gui); 53.乐翻天(Shusini); 54.大鼓(gu); 55.铜钟 (zhong)，官兵(Guan bing); 
56.侍卫(Shi wei); 57.侍卫教头(Shiwei jiaotou)，三等侍卫(Sandeng shiwei); 58.
四等侍卫(Sideng shiwei)，五等侍卫(Wudeng shiwei); 59.侍卫(Shi wei); 60.多
隆(Duo long); 61.瑞栋(Rui dong)，三等侍卫(Sandeng shiwei); 62.庄允城

(Zhuang yuncheng); 63.木易(Mu yi)，穆念慈(Hongyi nvzi)，流氓(Liu mang)，
锦旗(flag); 64.招牌(paizi)，马车(che) 
【北京城地图－外城】 
            ( 张 家 口 )                      ( 关

外)                                               小房间23 
                   ╲                       │                                             
      │ 
                     德胜门7─土路─土路─安定门8───────土路───

───土路             长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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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土路       (西直门大街)    (钟楼)                                │庄

府大厅19─庄府大厅20─庄府大厅21 
                │                                                              │         
      │ 
               土

路                                                             │              大院18 
                │                                                              │         
      │ 
              西直门6─(西直门大街)                             (东直门大街)─东

直门9         庄府大门17 
                │                                                              │         
      │ 
               土路                                                             土
路             小路16 
                │                                                              │         
      │ 
               土路                                                             土
路             小路15 
                │                                                              │         
   ╱ 
              阜成门5─(阜成门大街)                             (朝阳门大街)─朝

阳门10─大驿道14 
                │                                                              │ 
               土路                                                            土路 
                │                                                              │ 
               土路                                                            土路 
                │                                                              │ 
              西便门4─(宣武门)                                     (崇文门)─东便

门11 
                │                                                              │ 
               土路                                                            土路 
                │                                                              │ 
               土路                                                            土路 
                │                                                              │ 
              广安门3─(菜市口)                             (广渠门大街)───广

渠门12 
            ╱  │                                               │             │ 
( 晋 阳 ， 日 月 教 )  土 路  ( 右 安 门 大 街 )      ( 正 阳 门 外 大

街)             │             │ 
                │     │                   │                   │             │ 
               土路─右安门2─土路─土路─永安门1─土路─土路─左安门13
─土路─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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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粱地25 青石大道 
                                  │   ╱        ╲ 
                                青石大道          塘沽口24≈(神龙岛) 
                                ╱ 
                         青石大道 
                            │ 
                  铜雀台26 濮阳 
                     〓  ╱    ╲ 
       (导师基地)┄铜雀台        土路 
                               ╱ 
                         (黄河北岸) 
1.守门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官兵(Guan bing); 3.守门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4.官兵(Guan bing); 5.官兵(Guan bing); 6.官兵(Guan 
bing); 7.官兵(Guan bing); 8.官兵(Guan bing); 9.官兵(Guan bing); 10.官兵

(Guan bing); 11.官兵(Guan bing); 12.官兵(Guan bing); 13.官兵(Guan bing); 14.
挑夫(Tiao fu); 15.游方和尚(Seng ren); 16.土匪(Tufei); 17.大门(men)，围墙

(wall); 18.章老三(Zhang laosan); 19.弟子(Dizi); 20.弟子(Dizi); 21.弟子(Dizi); 
22.弟子(Dizi); 23.庄夫人(San furen)，双儿(Shuang er); 24.船夫(Chuan fu); 25.
胡一刀(Hu yidao); 26.金榜(bang) 
【北京城地图－城墙】 
          得胜门城楼7─城墙─安定门城楼8 ───────────城墙 
         ╱   〓                 〓                             ｜ 
      城墙 (得胜门)           (安定门)                          ｜ 
     ╱                                                   东直门城楼9 
  西直门城楼6                                              〓   ｜ 
    ｜   〓                                             (东直门)｜ 
   城墙 (西直门)                                               城墙 
    ｜                                                          ｜  
  阜成门城楼5                                                   ｜ 
    ｜   〓                                               朝阳门城楼10 
   城墙 (阜成门)                                           〓   ｜ 
    ｜ ╲                                               (朝阳门)｜ 
    ｜   宣武门城楼14─城墙─正阳门城楼15─城墙─崇文门城楼16─城墙 
  西便门城楼4 〓                 〓                  〓         ｜ 
    ｜   〓(宣武门)           (正阳门)            (崇文门)东便门城楼11 
    ｜(西便门)                                             〓   ｜ 
   城墙                                               (东便门) 城墙 
    ｜                                                          ｜ 
  广安门城楼3                                             广渠门城楼12 
    ｜   〓                                                〓   ｜ 
    ｜(广安门)                                          (广渠门)｜ 
   城墙─右安门城楼2 ─城墙─永安门城楼1 ─城墙─左安门城楼13─城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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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安门)            (永安门)            (左安门) 
1.巡城武将(Wu jiang); 2.巡城武将(Wu jiang); 3.巡城武将(Wu jiang); 4.巡城武

将(Wu jiang); 5.巡城武将(Wu jiang); 6.巡城武将(Wu jiang); 7.巡城武将(Wu 
jiang); 8.巡城武将(Wu jiang); 9.巡城武将(Wu jiang); 10.巡城武将(Wu jiang); 
11.巡城武将(Wu jiang); 12.巡城武将(Wu jiang); 13.巡城武将(Wu jiang); 14.巡
城武将(Wu jiang); 15.巡城武将(Wu jiang); 16.巡城武将(Wu jiang) 
【天坛地图】 
                                      (正阳门东大街) 
                                            ｜ 
                                          小胡同 
                                          ╱ 
                                     北天门3 
                                       ｜ 
                                     石板路  宰牲房 
                                       ↓  ╱ 
                     百花园─喷水池  祈年殿 
                       ｜      ｜      ｜ 
(辟才胡同)─西天门1─石板路─石板路→丹陛桥←石板路─东天门2─(崇文门

外大街) 
                                       ｜ 
                                     皇穹宇 
                                       ｜ 
                                      圜丘 
                                       ↑  ╲ 
                                     石板路  宰牲房 
                                       ｜ 
                                     南天门4 
                                          ╲ 
                                          小胡同 
                                              ╲ 
                                             (广渠门大街) 
1.锦衣卫(Jin yiwei); 2.锦衣卫(Jin yiwei); 3.锦衣卫(Jin yiwei); 4.锦衣卫(Jin yiwei) 
【康亲王府地图】 
           (阜成门大街) 
                   ╲ 
                   灵境胡同 
                      ｜ 
                   王府大门1 
                      ｜ 
             西厢房─庭院─东厢房 
                      ｜ 
                     中门 
                      ｜ 
              走廊─ 大厅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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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厢房       走廊─ 天井2─走廊 
    ｜                ｜ 
   厢房─小院─走廊─后堂──走廊── 小花园─佛堂7 
    ｜       ╱       ｜                ｜ 
   厢房  走廊 厨房─后花园─兵器库5 康亲王书房8 
          ｜          ｜ 
内厩4─王府马厩3     石屋6 
                      ｜ 
                     小堂 
                      ｜ 
                     牢房 
1.官兵(Guan bing); 2.齐元凯(Qi yuankai)，神照上人(Shenzhao shangren); 3.
黄骠马(Huangbiao ma)，紫骝马(Ziliu ma)，枣红马(Zaohong ma); 4.玉骢马

(Yucong ma); 5.钢刀(Blade)，铁锤(Hammer)，长鞭(Changbian)，拂尘(Fuchen)，
长剑 (Changjian)，铁棍 (Tiegun)，长枪 (Chang qiang); 6.侍卫首领 (Shiwei 
shouling)，康府侍卫(Shi wei); 7.砖(brick)，佛像(foxiang)，供桌(Table)，仆人

(Puren); 8.康亲王(Kang qinwang) 
【紫禁城地图】 
                                             (北京城) 
                                                │ 
   通道───────────────────-神武门-────────

───────────────────通道 
    │                                          │                                        
                  │ 
    │                                 御 景 亭   顺 贞

门                                                      后宫门 
    │                                      ↖  │                                        
                  │ 
    │ 同 道 堂   丽 景 轩                   钦 安 殿 ＜ 御 花 园 ─ 绛 雪

轩                                          御书房│ 
    │  │      │                              │                                       
               │  │ 
    │咸福宫─储秀宫─-通道─────────-坤宁门─────────

───-通道-─钟粹宫─宫中小道─景阳宫│ 
    │          │      │                      │                            │       
        │           │ 
    │         体 和 殿     │                     坤 宁

宫                          │               │     同顺斋│ 
    │          │      │                      │                            │       
        │       │  │ 
    │长春宫─翊坤宫─-通道───-隆福门───交泰殿─────景和门─

───-通道-─承乾宫─宫中小道─永和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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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体 元

殿            │                      │                            │               │ 
        颐和轩 
    │  │              │                      │                            │        
       │           │ 
    │太极殿─永寿宫─-通道   懋勤殿────→乾清宫20←─────御茶

房25   通道-─景仁宫─宫中小道─延禧宫│ 
    │          │      │      │              │                  │        │      
│                    │ 
    │          │      │      │              │                  │        │      
│      宁寿宫花园─乐寿堂 
    │         内膳房 22  │     批本处             │                 端凝

殿      │    诚肃殿        │        │ 
    │          │      │      │              │                  │        │      
│          │      养性殿 
  英华殿     养心殿─内右门─月化门21       玉石通道             日精门24
─内左门─-斋宫         │        │ 
    │                          │              │                  │                   
         │      养性门 
    │                          │              │                  │                   
         │    ╱ 
  寿安宫                      内奏事房            │                 御药房

23                        │  ╱  宁寿宫 
    │                          │              │                  │                   
      宫中小道     │ 
   后殿     大佛堂            南书房─敬事房─乾清门13─上书房19─祀孔

处  奉先殿                      ╲  皇极殿 
    │         │                              ╱  │ 
╲                       │                          ╲  │ 
  寿康宫15─慈宁宫14────隆宗门────-╱-小广场8╲───景运门─

──空旷广场────────────-宁寿门18 
              │                         ╱     │     ╲                   │ 
            慈宁门                   后右门11 保和殿   后左门12             │ 
              │                       │       │       │                 │ 
           慈 宁 花 园 16 ─ 造 办处        宫 中 小 道 — 中 和 殿 — 宫 中 小

道             箭亭─御茶膳房17 
                         │            │       │       │                 │ 
                         │          中右门9  太和殿7  中左门10             │ 
                         │              ╲     │     ╱                   │ 
                         │                ╲   │   ╱                     │ 
                         │                  ╲ │ ╱                       │ 
                      宫中小道─── 右翼门─殿前广场6─左翼门─────-
宫中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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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宫中小道         │       │       │              宫中小道 
                         │            │       │       │                 │ 
                       敬思殿          │       │       │               文渊阁 
                         │            │       │       │                 │ 
                       武英殿        贞度门   太和门   昭德门             主敬殿 
                         │              ╲     │     ╱                   │ 
               焕章殿4─操场─凝道殿5      ╲   │   ╱             内阁─文华

殿─传心殿 
                         │                  ╲ │ ╱                       │ 
               西华门─武英门3 ─熙和门───内金水桥────协和门──

─-文华门─东华门 
                         │                     │                          │ 
                       灯笼库                  午门2                      红本库─实

录库 
                                                │ 
                                               端门 
                                                │ 
                                            天安门广场 
                                                │ 
                                            天安门广场1 
                                                │ 
                                             (北京城) 
1.溜鸟的(Liuniao); 2.一等侍卫(Yideng shiwei); 3.五等侍卫(Wudeng shiwei)，六

等侍卫(Liudeng shiwei); 4.五等侍卫(Wudeng shiwei); 5.五等侍卫(Wudeng 
shiwei); 6.张康年(Zhang kangnian)，一等侍卫(Yideng shiwei)，二等侍卫(Erdeng 
shiwei); 7.康熙(Kang xi)，索额图(Suo etu)，龙椅(chair); 8.赵齐贤(Zhao qixian)，
一等侍卫(Yideng shiwei)，二等侍卫(Erdeng shiwei); 9.三等侍卫(Sandeng 
shiwei)，四等侍卫(Sideng shiwei); 10.三等侍卫(Sandeng shiwei)，四等侍卫

(Sideng shiwei); 11.三等侍卫(Sandeng shiwei)，四等侍卫(Sideng shiwei); 12.
三等侍卫(Sandeng shiwei)，四等侍卫(Sideng shiwei); 13.二等侍卫(Erdeng 
shiwei)，三等侍卫(Sandeng shiwei); 14.皇太后(Huang taihou)，蕊初(Rui chu)，
被褥(bedding)，大柜子(cabinet); 15.建宁公主(Jianning gongzhu); 16.瑞栋(Rui 
dong); 17.温有道(Wen youdao); 18.影壁(wall); 19.书桌(desk)，香炉(xianglu); 
20.大匾(bian); 21.五等侍卫(Wudeng shiwei); 22.女儿红(Nverhong)，鱼翅(Yu 
chi); 23.雪参玉蟾丹(yuchan dan); 24.五等侍卫(Wudeng shiwei); 25.温有方

(Wen youfang) 
【少林寺地图－寺内】 
 
                                              达摩禅房74 
                                                 │ 
                                                密道 
                                                 │ 
                                                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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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达摩洞70 
                                                 │ 
                                              ◎竹林◎69 
                                                 │ 
                                               千佛殿68 
                                                 ↑ 
                               地藏殿66────-广场-─────白衣殿67 
                                                ││                                 药品

库65 
                  竹林小道─-和尚院六部59       ││ 禅院    和尚院三部56─
竹林小道    │ 
藏 经 阁 二 楼 61         │           │              │

│  │         │           │     防具库64 
  │   〓              │           │              │ │ 达 摩 院 二 楼 53 
│           │       │ 
  │藏经阁一楼60─竹林小道─-和尚院五部58       │↓  〓     和尚院二部55
─竹林小道─武器库63 
  │                 │          │             │达摩院         │           │ 
藏经阁小屋62         │          │             │↑             │           │ 
                  竹林小道─-和尚院四部57───练武场52───和尚院一部54
─竹林小道 
                     │          │              │方丈室51      │           │ 
                     │          │              │  │          │           │ 
                     │          │              │ 茶室50       │           │ 
                     │          │              │ 〓           │           │ 
                    走廊────走廊─────-方丈楼-─────走廊-───

─走廊 
                     ↑          │              │              │           ↑ 
                 般若堂九部37    │              │              │       罗汉堂九

部46 
                     │          │              │              │           │ 
                 般若堂八部36    │              │              │       罗汉堂八

部45 
                     │          │              │              │           │ 
                 般若堂七部35    │              │              │       罗汉堂七

部44 
                     │          │              │              │           │ 
                 般若堂六部34    │              │              │       罗汉堂六

部43 
                     │          │              │              │           │ 
                 般若堂五部33─练武场48────练武场47────练武场49-
─罗汉堂五部4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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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堂四部32    │              │              │       罗汉堂四

部41 
                     │          │              │              │           │ 
                 般若堂三部31    │              │              │       罗汉堂三

部40 
                     │          │              │              │           │ 
                 般若堂二部30    │              │              │       罗汉堂二

部39 
     鼓 楼 七 层

12      │          │              │              │           │        钟楼七层15 
        〓       般若堂一部29    │              │              │       罗汉堂一

部38     〓 
     鼓 楼 六

层        │          │              │              │           │        钟楼六层 
        〓          走廊26───走廊25─────后殿24─────走廊27-─
──走廊28        〓 
     鼓 楼 五

层                                    ↑                                     钟楼五层 
        〓                  厨 房 后 院 20 ─ 厨 房

19    │                                        〓 
     鼓 楼 四 层                            │      精 进 场

23                                 钟楼四层 
        〓                              斋 厅 18    │ 戒 律 院

22                                〓 
     鼓 楼 三 层                            │        │

↑                                   钟楼三层 
        〓                              斋 厅 17 ─ 勤 修 场 ─ ─ ─ ─ 天 井

21                        〓 
     鼓 楼 二 层                                     │ 大 雄 宝 殿 16 
〓                        钟楼二层 
        〓                                        │ ↑         古 洞 76 ┄

╮                    〓 
     鼓楼一层11＜鼓楼小院10──────────-广场9-────────

───钟楼小院13＞钟楼一层14 
        〓          监 狱

71                        │                  ┊                    〓 
       暗道         │                西侧殿-─天王殿8─东侧殿       ╰┄┄洪

荒古洞       暗道 
        │          监 狱

72                        ↑                           ∧           ∨ 
    ◎五行洞◎      │        西碑林5─────-台阶4-─东碑林6            洪
荒古阵75┄◎八卦阵◎ 
        │         暗道73       〓               │ 
        │          │        地下室7 西侧殿2─山门殿1─东侧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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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行洞入口                       │ 
        ╰─────╯                         (寺外) 
 
1.大门(gate)，进香客(Jingxiang ke)，守寺僧兵(Seng bing); 2.木鱼槌(Muyu chui); 
3.木鱼槌(Muyu chui); 4.进香客(Jingxiang ke); 5.佛塔灵藏(tower)，碑(stone); 6.
佛塔灵藏(tower)，碑(stone); 7.石板(Stone)，石桌(table); 8.道果禅师(Daoguo 
chanshi)，进香客(Jingxiang ke); 9.清善比丘(Qingshan biqiu)，守寺僧兵(Seng 
bing)，进香客(Jingxiang ke); 10.守寺僧兵(Seng bing); 11.扫地僧(Saodi seng); 
12.清闻比丘(Qingwen biqiu)，窗台(out)，鼓(drum); 13.守寺僧兵(Seng bing); 14.
扫地僧(Saodi seng)，青砖(brick)，地面(floor); 15.清晓比丘(Qingxiao biqiu)，
钟(bell); 16.道正禅师(Daozheng chanshi)，进香客(Jingxiang ke); 17.珊瑚白菜

(Shanhu baicai)，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菠菜粉条(Bocai fentiao); 18.素鸭

(Suya)，拔丝山药(Basi shanyao)，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 19.烧饭僧(Shaofan 
seng); 20.中年僧人(Seng ren)，木桶(Mu tong)，柴堆(chai dui)，木墩(mu dun)，
水缸(shui gang); 21.大石头(stone); 22.玄痛大师(Xuantong dashi)，净痛(Xiao 
shami)，执法僧兵(Seng bing); 23.慧空尊者(Huikong zunzhe)，守寺僧兵(Seng 
bing); 24.慧如尊者(Huiru zunzhe)，守寺僧兵(Seng bing); 25.画(picture); 26.
字(writing); 27.道品禅师(Daopin chanshi)，对子(duizi); 28.诗(poem); 29.澄心

(Chengxin luohan); 30.澄意(Chengyi luohan); 31.澄思(Chengsi luohan); 32.澄
识(Chengshi luohan); 33.玄难大师(Xuannan dashi)，澄志(Chengzhi luohan)，
净难(Xiao shami); 34.澄信(Chengxin luohan); 35.澄灵(Chengling luohan); 36.
澄欲(Chengyu luohan); 37.澄尚(Chengshang luohan); 38.澄观(Chengguan 
luohan); 39.澄知(Chengzhi luohan); 40.澄明(Chengming luohan); 41.澄净

(Chengjing luohan); 42.玄苦大师(Xuanku dashi)，澄坚(Chengjian luohan)，净

苦(Xiao shami); 43.澄行(Chengxing luohan); 44.澄寂(Chengji luohan); 45.澄灭

(Chengmie luohan); 46.澄和(Chenghe luohan); 47.道觉禅师(Daojue chanshi); 
48.木人(Mu ren); 49.木人(Mu ren); 50.清乐比丘(Qingle biqiu); 51.玄慈大师

(Xuanci dashi)，净慈(Xiao shami); 52.道成禅师(Daocheng chanshi)，木人(Mu 
ren); 53.玄悲大师(Xuanbei dashi)，净悲(Xiao shami); 54.慧合尊者(Huihe 
zunzhe); 55.慧修尊者(Huixiu zunzhe); 56.慧色尊者(Huise zunzhe); 57.慧虚尊

者(Huixu zunzhe); 58.慧名尊者(Huiming zunzhe); 59.慧洁尊者(Huijie zunzhe)，
虚呆(Xu dai); 60.道一禅师(Daoyi chanshi)，玄彦大师(Hcc npc)，少林佛经(shu); 
61.慧真尊者(Huizhen zunzhe)，少林武技(Shaolin wuji); 62.少林武技(Shaolin 
wuji)，书架(shelf)，慕容博(Murong bo); 63.道尘禅师(Daochen chanshi)，打铁

僧(Datie seng)，木刀(Mu dao)，竹剑(Zhu jian); 64.道相禅师(Daoxiang chanshi); 
65.道象禅师(Daoxiang chanshi)，虚劫(Xu jie); 66.木人(Mu ren); 67.木人(Mu 
ren); 68.清观比丘(Qingguan biqiu); 69.玄惠大师(Xuanhui dashi); 70.密道，旧

竹片(Bamboo); 71.清缘比丘(Qingyuan biqiu)，少林佛经(shu); 72.狱卒(Yu zu); 
73.老鼠(Lao shu); 74.达摩老祖(Damo laozu); 75.洞(dong，hole); 76.无名老僧

(Wuming laoseng) 
【少林寺地图－寺外】 
                            金刚伏魔圈12 
                                ∧ 
                              青云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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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松树林◎11──╮ 
                    │          ┊          │ 
                    │        (监狱)        │ 
                    │        (寺内)        │ 
                    │          │          │ 
                    ╰─广场9─广场8─广场10╯ 
                            ↖  │  ↗ 
                               石阶 
                                ↑ 
                               石阶 
                                ↑ 
                               石阶─菜地7 
                                ↑ 
                石阶─少林寺6→石阶─中原马车行14 
                 ↑ 
                石阶 
                 ↑ 
                石阶→佛心井5 
                 ↑ 
        (古墓)→石阶13←石阶4 
                         │ 
       卧室              │ 
        │      厨房3    │ 
猪舍2 小土屋 ╱  〓      │ 
    ╲  │ ╱(丐帮暗道) 石阶 
       小院─田埂边      │ 
               ↑        │ 
      (洛阳)   │        │ 
            ╲ │        │ 
              山坡───石阶1─(汝州) 
1.小贩(Xiao fan)，挑夫(Tiao fu); 2.石块(stone); 3.砖缝(brick)，大洞(dong); 4.
小孩(Xiao hai); 5.觉远大师(Jueyuan dashi); 6.虚通(Xu tong)，虚明(Xu ming); 7.
大草垛(caoduo); 8.大门(gate)，清法比丘(Qingfa biqiu); 9.木牌(mupai)，清为

比丘(Qingwei biqiu); 10.木牌(mupai)，清无比丘(Qingwu biqiu); 11.扫地僧

(Saodi)，黄金(Gold)，护林僧兵(Seng bing); 12.渡厄(Du e)，渡劫(Du jie)，渡

难(Du nan); 13.黄眉僧(Huangmei seng)，破贪(Po tan)，破爱(Po ai)，破嗔(Po 
chen)，破慢(Po man)，破痴(Po chi)，破欲(Po yu); 14.招牌(paizi)，马车(che) 
【泰山地图】 
                                                    客房──厨房─-兵器库 
                                                     │      │      │ 
                                                    书房──茅屋18─卧室 
                                                     │      │╰茅厕│ 
               北天门  正气厅14─封禅台13─侠义厅15 花地──柴门──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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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丈人峰16─────玉皇顶12←月观峰→探海石─东天门17 
                                   ↑              围屏山─碧霞祠←宝藏岭 
                                   │            ↗ 
                                 南天门10→天街11  试心石 
                                   ↑            ↖  ↑ 
                                 升仙坊            莲花峰 
                                   ↑ 
                                  龙门 
                                   ↑ 
                                五大夫松 
                                   ↑ 
                                 二天门9 
                                   ↑ 
                                 回马岭8 
                                   ↑ 
                        斗母宫6→石经峪7 
                          ↑ 
                        一天门5 
                          ↑ 
                        白鹤泉 
                          ↑ 
                        岱宗坊 
                          │ 
                        大驿道4┄(导师基地) 
                          │ 
                        大驿道3 
                      ╱ 
       大驿道1─大驿道2 
     ╱ 
(曲阜) 
1.挑夫(Tiao fu); 2.海公公(Hai gonggong)，趟子手(Tangzi shou); 3.书生(Shu 
sheng); 4.刀客(Dao ke); 5.刀客(Dao ke); 6.剑客(Jian ke); 7.游方和尚(Seng 
ren); 8.剑客 (Jian ke)，挑夫 (Tiao fu); 9.挑夫 (Tiao fu); 10.江百胜 (Jiang 
baisheng)，青衣武士(Wei shi); 11.小贩(Xiao fan)，挑夫(Tiao fu); 12.红衣武士

(Wei shi); 13.武林盟主(Wuling mengzhu)，白衣武士(Wei shi); 14.罚恶使者(fae 
shizhe)，红衣武士(Wei shi); 15.赏善使者(shangshan shizhe)，红衣武士(Wei shi); 
16.白衣武士(Wei shi); 17.小毛(Xiao mao); 18.不火不毛(Fefe man) 
【襄阳地图】 
                                        蒙古金帐27 
                                           │ 
                                        蒙古营门26 
                                           │ 
                                        蒙古营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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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蒙古营前24 
                                           │ 
                                        蒙古营前23 
                                           │ 
                                          荒原22 
                                           │ 
                                          荒原  (南阳) 
                                           │  ╱ 
                                          荒地21 
                                           │ 
                                          荒地 
                                           │ 
                      内宅二楼16        襄阳北门20 
                         〓                │ 
                      吕家内宅15  民宅17─北街─贫苦民宅18─里屋19 
                         │                │ 
                        客厅14──────北街─礼品店 
                                           │         马房31─后院 
                                          北街─富贵小吃部13   │ 
                       襄阳当铺 2  打铁铺 5  │        药铺 29    客厅

30                     (黑松寨) 民宅35 
                          │        │     │        │        │                         
↗       │ 
(雪峰)─襄阳西门1─西街─西街───西街─城中心7──东街28──东街─

东街─襄阳东门33─城东小路34─菜园 
                          │         │      │  客 店 二

楼  ╲  ╱       │                   ╲ 
                       帅府大门3  打铁铺6  │    〓    武馆大门36 太平茶馆

32               (信阳，扬州) 
                          │   程氏诊所8─南街─客店9     │ 
                       帅府大厅4           │练功场38─武馆大厅37─休息室 
                                绸缎庄10─南街 
                                           │ 
                                土地庙11─南街─中原马车行39 
                                           │ 
                                        襄阳南门12 
                                           │ 
                                          官道 
                                           │ 
                                          官道 
                                           │ 
                                          官道─土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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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道 
                                           │ 
                                     (荆州，长江北岸) 
1.襄阳守将(Shou jiang)，襄阳守军(Shou jun); 2.史春秋(Shi chunqiu); 3.襄阳守

军(Shou jun); 4.郭靖(Guo jing)，襄阳守将(Shou jiang); 5.张铁匠(Zhang 
tiejiang); 6.扬铁匠(Yang tiejiang)，铁匠铺伙计(Tiejianpu huoji); 7.巡城守将

(Shou jiang); 8.程灵素(Cheng lingsu); 9.店小二(Xiao er); 10.赵老板(Zhao 
laoban); 11.桃子(Gongpin)，黏糕(Niangao)，进香客(Jinxiang ke); 12.襄阳守将

(Shou jiang)，襄阳守军(Shou jun); 13.崔掌柜(Cui zhanggui); 14.仕女(Shi nu); 
15.亲兵(Qin bing); 16.吕文德(Lv wende)，歌妓(Ge ji); 17.李大哥(Li dage); 18.
老丈(Lao zhang); 19.小兰(Xiao lan); 20.襄阳守将(Shou jiang)，襄阳守军(Shou 
jun); 21.小路(xiaolu); 22.牧羊人(Muyang ren)，绵羊(Sheep)，牧羊犬(Muyang 
quan); 23.蒙古牧民(Mu min); 24.蒙古妇女(Fu nu); 25.营门守将(Shou jiang)，
营门守军(Shou jun); 26.营门守将(Shou jiang)，营门守军(Shou jun); 27.蒙哥

(Meng ge)，金轮法王(Jinlun fawang)，达尔巴(Daer ba)，尼摩星(Nimo xing)，
蒙古亲兵(Qin bing); 28.郭没(Guo mo); 29.药铺伙计(Yaopu huoji); 30.中年女佣

(Nvyong); 31.中年马夫(Ma fu)，汗血宝马(Hanxue ma); 32.郭芙(Guo fu)，茶馆

活计(Huo ji); 33.襄阳守将(Shou jiang)，襄阳守军(Shou jun); 34.樵夫(Qiao fu); 
35.猎户(Lie hu); 36.武馆弟子(Wuguan dizi)，对联(duilian); 37.武馆教头

(Wuguan jiaotou)，武馆弟子(Wuguan dizi)，匾(bian); 38.武馆弟子(Wuguan dizi)，
石锁(Shi suo); 39.招牌(paizi)，马车(che) 
【襄阳地图－雪峰】 
          雪峰山顶4 
             〓 
          雪峰山腰2＞远古冰洞3          农舍里屋1 
             〓                            │ 
          雪峰山腰                        农舍 
             〓                            │ 
(武当山)─雪峰脚下─乡间土路─乡间土路─乡间土路─乡间土路─(襄阳西门) 
             ┊ 
         (导师基地) 
1.土匪头(Tufei tou)，村姑(Cun gu); 2.洞(dong); 3.万年玄冰; 4.白雕(Bai diao)，
雕雏(Diao chu) 
【襄阳地图－黑松寨】 
                                                后山 
                                                 │ 
                                  乱葬岗       黑松寨3 
                                    │           │ 
(城东小路)→半山坡─山路→山路←◎黑松岭◎1→黑松寨山门2 
                                    │ 
                                  乱葬岗 
1.土匪(Tu fei); 2.土匪(Tu fei); 3.土匪(Tu fei) 
【武当山地图】 
                                                   天柱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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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崖> 
                   岩洞29                            巨岩 
                    ∧                                〓<悬崖> 
                  太子岩28-─→潘神洞─→一天门─→天柱峰下 
                    ↑                                │ 
                    │                  小屋27     ◎密林◎ 
                    │                   │           │ 
                    │╭◎竹林小路◎─竹林小院─小园 后门     武器室23 
                    ││                              │        │ 
                    │╰─────北侧门22─西廊21─-后院20─东厢走廊─俞

岱岩住处25 
                    │ 复真观四层19          │       │        │         │ 
                    │     〓              休息室     │       茶室24     丹房26 
                    │ 复真观三层18                   │ 
                    │     〓     松林16              │ 
                    │ 复真观二层17│                 │ 
                    │     〓      │                 │ 
                    │    复真观一层15───西侧门─-前院14─龟泉 
                    │                                │ 
                    │               静修阁二楼       │ 
                    │                   〓           │ 
                    │                 静修阁─小道─后堂11─膳房12─香积厨13 
                    │                                │ 
         后殿32     │              客房8─左配殿7─三清殿6─右配殿9─客房10 
          │        │                                │ 
飞升岩←两仪殿      │                     小校场──-│───小校场 
          ↑        │                       │  ╲   │    ╱  │ 
        南岩峰      │                     小校场─武当广场5─小校场 ←(桃园) 
          ↑        │                       │  ╱   ↑    ╲  │ 
        乌鸦岭31←五老峰30←───三老峰   小校场──-│───小校场 
                                    ↑                │ 
                                  虎头岩←─石阶←─凌霄宫4 
                                                      ↑ 
                                      好汉坡→石阶→玄武门 
                                        ↑ 
                                       石阶 
                                        ↑ 
                                      小吃店3─遇真宫2 
                                                 ↑ 
                                                石阶 
                                                 ↑ 
                                                石阶 
                                                 ↑ 
                                                石阶←武当山门1─(黄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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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原马车行33 
1.进香客(Jinxiang ke); 2.进香客(Jinxiang ke); 3.店小二(Xiao er); 4.知客道长

(Zhike daozhang); 5.冲虚道长(Chongxu daozhang)，道童(Daotong); 6.谷虚道

长(Guxu daozhang)，宋远桥(Song yuanqiao); 7.道童(Daotong); 8.糯米粥

(Nuomi zhou)，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拔丝山药(Basi shanyao); 9.道童

(Daotong); 10.道童(Daotong); 11.张松溪(Zhang songxi); 12.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糯米粥(Nuomi zhou)，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芙蓉花菇(Furong 
huagu); 13.道士(Shaohuo daoshi); 14.俞莲舟(Yu lianzhou)，道士(Shaohuo 
daoshi)，道童(Daotong); 15.制香道长(Zhixiang daozhang); 16.伐木道长(Famu 
daozhang)，猴子(Monkey); 17.知客道长(Zhike daozhang)，道德经(Jing); 18.
道童(Daotong)，道德经(Jing); 19.庄子(Zhuang zi); 20.殷梨亭(Yin liting)，道士

(Shaohuo daoshi)，道童(Daotong); 21.门(men); 22.张翠山(Zhang cuishan); 23.
竹剑(Zhujian); 24.小翠(Cui)，香茶(Tea)，水蜜桃(Tao)，桌子(table)，椅子(chair); 
25.俞岱岩(Yu daiyan)，道童(Daotong); 26.清风(Qing feng)，明月(Qing feng)，
炼丹炉(lu); 27.张三丰(Zhang sanfeng); 28.大石(stone); 29.莫声谷的尸体

(Corpse); 30.土匪(Tufei); 31.土匪(Tufei); 32.供桌(zhuo); 33.招牌(paizi)，马车

(che) 
【武当山地图－山脚】 
                                              (华山村) 
                                             ╱ 
                                        林间小路 
                                           ↑ 
                                          沼泽 
                                           ↓ 
                                        乡间小路                                荆西镖

局1 
                                           │                                      │ 
                                        乡间小路            青石大道─青石大道─青

石大道─青石大道─(襄阳雪峰) 
                                           │                  │ 
(武当山门)─黄土路6───────黄土路─黄土路             青石大道 
              │                   ↓        ╲              ╱ 
             村口 小树林  密林  林中小路2     官道─官道─官道 
                 ╲ ∧     ∧      │╰(丐帮暗道) 
            草屋7─小路   山寨→林中小路3─林中小路4＞土匪窝5 
                    │     │ 
                   草屋   竹楼 
1.张志(Zhang zhi); 2.土匪(Tufei)，小喽罗(Xiao louluo)，小土匪(Xiao tufei)，小

山洞(dong); 3.张三(Zhang san)，土匪(Tufei); 4.土匪头(Tufei tou)，土匪(Tufei); 
5.土匪头(Tufei tou); 6.野兔(Ye tu); 7.崔老汉(Cui laohan) 
【武当山地图－桃园】 
(武当广场)←石阶─石阶1─石阶←崎岖山路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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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崎岖山路←崎岖山路3 桃园小路4           桃园篱笆

6 
                                            ↑        │                  │ 
                                         崎岖山路←桃园小路─桃园小路─桃园小路

─桃园小路8→断恩岭9←绝义谷10 
                                                      │                  │ 
                                                   桃园小路            桃园木门7 
1.进香客(Jinxiang ke); 2.进香客(Jinxiang ke); 3.小喽罗(Xiao louluo); 4.猴子

(Monkey); 5.小蜜蜂(Little bee); 6.篱笆门(fence); 7.桃木门(door); 8.小猴(Little 
monkey); 9.樵夫(Qiao fu); 10.白发老人(Baifa laoren) 
【白驼地图】 
                                   小宅落─蛇舍28─蛇场29     园中小湖 
                                     │                     ╱ 
                         内室27──-花园25─花园小径26─假山 
                          〓         │ 
                         密道─(扬州)│ 
                                     │ 
  (蛇谷)                    休息室  门廊24 厨房22─柴房23 
    ↓                        │     │  ╱ 
   竹林─◎草丛◎19─西门18─长廊─练功场─练功房20＞练功室21 
                              │     │ 
                             药房17 大厅16 
                                     ↑ 
              树林10─树林9 武器库─院子14─储藏室15 
            ╱         │            │ 
      草莓地11        山路8         大门13 
                           ╲        ↑ 
                              山路  石阶─草坪12 
                                  ╲ ↑ 
                              菜地─广场6─农舍7  酒店4 马车行30 
                                         ╲        │     │ 
                                           小桥5─西街3─东街 
                                                          │ ╲ 
                                                        打铁铺2 戈壁1─◎大沙漠◎─

(丝绸之路) 
1.欧阳克(Ouyang ke)，白衣少女(White lady); 2.张二楞(Zhang tiejiang); 3.舞蛇

人(Snaker)，农民(Man); 4.店小二(Xiao er); 5.农家妇女(Woman); 6.小孩(Kid); 7.
农家妇女(Woman); 8.樵夫(Qiao fu); 9.树林(wood)，木牌(pai); 10.树林(wood)，
木牌(pai); 11.草莓(Cao mei); 12.菜花蛇; 13.门卫(Men wei); 14.房门(door); 15.
大门(door); 16.欧阳锋(Ouyang feng)，丫环.(Ya huan); 17.小青(Xiao qing)，药

瓶(bottle); 18.门卫(Men wei).竹牌(pai); 19.金环蛇(Jin she)，黑冠巨蟒(Snake); 
20.教头(Trainer); 21.陪练童子(Tongzi); 22.丫环(Ya huan); 23.老材(Lao cai); 24.
管家(Guan jia); 25.白衣少女(White lady); 26.花匠(Gardener); 27.花盆(pen); 28.
毒蛇(Snake)，竹篓(zhulou)，「蛇经」(shejing); 29.蛇奴(She nu)，牌子(paizi);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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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paizi)，马车(che) 
【白驼地图－蛇谷】 
                                                         山沟27 
                                                          │ 
                                                       蛇谷树林           蛇谷山崖24 
                                                          │                 ↑ 
                                                       蛇谷树林           蛇谷坡地23 
                                                       ╱                 ╱ 
             山壁26                          ◎蛇谷荒地◎           蛇谷树林22─
蛇谷树林21 
                 ╲                       ╱                        ╱                ╲ 
                 蛇谷树林13───蛇谷荒地──◎蛇谷荒地◎14─-蛇谷荒

地                蛇谷树林20 
                 ╱                       ╲               ╱                         ╱ 
           蛇谷树林12                        ◎蛇谷荒地◎─蛇谷荒地─魔鬼

滩         ╱ 
           ╱    ╲                                                               ╱ 
       山壁25    蛇谷树林11                                                 蛇谷树

林19 
                       ╲                                                   ╱    ╲ 
                       蛇谷树林10─蛇谷树林9              蛇谷树林15─蛇谷树林

16  蛇谷树林18 
                                         ╲               ╱                ╲    ╱ 
  水池                                   蛇谷平地5─蛇谷平地4                 山壁

17 
   ｜                                    ╱               ╲ 
蛇谷树林8              蛇谷树林6-─蛇谷树林               蛇谷山道3 
      ╲               ╱                                       ╲ 
      蛇谷树林7─蛇谷树林                                        蛇谷山道2 
                                                                ╱ 
                                                          蛇谷山道 
                                                                ╲ 
                                                                蛇谷山道 
                                                                   ↓ 
                                                                  蛇谷1 
                                                                   ↓ 
                                                                 (白驼) 
1.红雾(mist); 2.树枝(Shuzhi)，白兔(Bai tu); 3.树枝(Shuzhi)，麻雀(Maque); 4.
蜜蜂(Bee); 5.麻雀(Maque); 6.白兔(Bai tu)，树枝(Shuzhi); 7.白兔(Bai tu)，树枝

(Shuzhi); 8.金环蛇(Jin she); 9.矮树(bush); 10.矮树(bush); 11.矮树(bush); 12.
树枝(Shuzhi)，裂缝(crack); 13.树枝(Shuzhi)，裂缝(crack); 14.巨蟒(Ju mang)，
大蛇(Da she)，毒蟒(Du mang); 15.树枝(Shuzhi)，矮树(bush); 16.矮树(bush); 17.
小洞(cave); 18.树枝(Shuzhi)，矮树(bush); 19.矮树(bush); 20.矮树(bush); 21.
树枝(Shuzhi)，裂缝(crack); 22.蛇，裂缝(crack); 23.蛇，毒蛇(Snake); 24.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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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 he); 25.小洞(cave); 26.小洞(cave); 27.灵芝(Ling zhi) 
【大轮寺地图】 
    绝顶47 
     〓 
   问天台─冰林峰 
     ↑ 
  积雪小路←积雪小路 玲珑舍利塔         法堂二楼45 
               ↑        ∧                〓 
            积雪小路←-灵塔林─镜庐佛堂 萨迦法堂44 
               ┊                      ╲  │ 
               ┊            金刚院───梵音阁43──大经堂 
               ┊              │          ↑          │ 
               ┊           苦修扎仓41─护法扎仓──精进扎仓42 
               ┊                          │ 
               ┊       绝尘院＜月亮门─日木伦殿39─炽阳门＞清心舍 
               ┊                          ∧   ╲  厨房41 
               ┊                        谢客亭38 ╲ │ 
               ┊                          ↓       斋堂40 
               ┊      御圣殿─遮雨廊37─珠都巴殿36─遮雨廊─波罗蜜

院                                                 (灵州) 
               ┊               │         │         │                                 
                            ╱ 
               ┊      积善堂─遮雨廊─→  却日殿34 ←遮雨廊─怡摩宫

35                                              牧场 
               ┊               │         │         │                                 
                          │ 
               ┊   结缘堂31─遮雨廊─→礼佛大殿30←遮雨廊─洛微堂32─大

日法堂33                                  牧场 
               ┊               │         ↑         │                                 
                        ╱ 
               ┊      钟楼 28─遮雨廊──殿前广场 27─遮雨廊─鼓楼

29                        牧场16──牧场15──牧场 
               ┊                          ↑                                              
│        │        │ 
               ┊  泉水中22 雪积古道23  大轮寺山门26─马车店48  雪坡

25                     牧场──藏民村落──牧场14 
               ┊    ∧    ╱         ╲          ╲              ╱ 
∨                         │        │        │ 
               ┊ 雪灵泉21          雪积古道→雪积古道←猴子洞 (丐帮暗

道)                 牧场──藏民部落13─牧场 
               ╰ ┄  ↑ ┄ ┄ ┄ 雪 谷 46 ← ┄ ┄ ┄ ┄

╮               ╲                                      ↓ 
          落风岗─风见台←入幽口20→千步岭←千步岭     天溪      绞盘

24           (雪山派) 天云马场─采石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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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善禅渡─天湖18   藤筐              巨
水门11 
                                                   ╱  │       ∧                 │ 
                                           湖边小路 湖边小店19 湖边17  来福杂货9
─街道─王大力记10 
                                                   ╲           │                 │ 
                                                   湖边小路─湖边小路─佛照门8─
赞普广场─皇宫7 
                                                                                   │ 
                                                                   吐蕃织造作坊5─街

道─溢香楼6  正房4 
                                                                                   │       
      ∧ 
                                                                         猛虎营2─街道

────招财大车店3 
                                                                                   │ 
                                                                                 明霞门1
─藏边土路 
                                                                                            
   ╲ 
                                                                                            
  藏边土路  
                                                                                            
       ╲ 
                                                                                            
      川西土路←(成都) 
1.士兵(Shi bing)，大将(Wu jiang); 2.士兵(Shi bing)，大将(Wu jiang); 3.李招财

(Li zhaocai); 4.妇女(Woman)，赌客(Du ke)，肖老头(Xiao laotou); 5.女工

(Worker)，监工(Jian gong); 6.胡贵(Hu gui); 7.宗赞王子(Zongzan wangzi)，武

士(Tufan wushi); 8.士兵(Shi bing)，大将(Wu jiang); 9.江来福(Jiang laifu); 10.
王三力(Wang sanli); 11.士兵(Shi bing)，大将(Wu jiang); 12.色楞(Se leng); 13.
藏族牧民(Zangzu mumin); 14.藏族妇女(Zangzu funv); 15.牦牛(Mao niu); 16.
藏獒(Zang ao); 17.峭壁(qiaobi); 18.斑头雁(Bantou yan)，支麻鸭(Zhima ya); 19.
大丑(Da chou)，二丑(Er chou)，三丑(San chou)，四丑(Si chou)，五丑(Wu chou); 
20.宝象(Bao xiang); 21.泉水(spring); 22.裂腹鱼(Liefu yu); 23.雪豹(Xue bao); 
24.藤筐(basket)，番僧(lama); 25.洞(dong); 26.山门(gate); 27.护法喇嘛(Hufa 
lama)，黑林钵夫(Heilin bofu)，进香客(Jinxiang ke)，大门(gate); 28.大钟(zhong)，
钟槌(chui); 29.大鼓(gu)，鼓槌(chui); 30.灵智上人(Lingzhi shangren)，进香客

(Jinxiang ke); 31.进香客(Jinxiang ke); 32.哲罗星(Zheluo xing); 33.哲布尊巴丹

(Huofo); 34.摩诃巴思(Mohe basi); 35.波罗星(Boluo xing); 36.温卧儿(Wenwo 
er); 37.呼巴音(Hu bayin); 38.桑结(Sang jie)，护法喇嘛(Hufa lama); 39.护法喇

嘛(Hufa lama); 40.杂役喇嘛(Zayi lama); 41.杂役喇嘛(Zayi lama); 42.胜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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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 di); 42.善勇(Shan yong); 43.护法喇嘛(Hufa lama); 44.杂役喇嘛(Zayi 
lama); 45.鸠摩智(Jiumo zhi); 46.血刀老祖(Xuedao laozu); 47.藏红花(Zang 
honghua); 48.招牌(paizi)，马车(che) 
【古墓地图】 
              大厅17                    棺材(guancai4) 
               │                        ∧ 
              墓道─小石洞┄◎机关◎┄古墓墓洞22 
               │                     ┊ ∨ 
      石室15─墓道-─石室16           ┊棺材(guancai5) 
               │                     ┊ 〓 
              墓道   小厅12 兵器室    ┊密室21─小石洞20┄小石洞19─墓道 
               │ ╭┄│┄┄┄│┄┄┄╯                             │ 
    小石厅14─墓道-─墓道──墓道─小石厅13 河岸──────────

墓道 
                  ┊  │      ∨             │ 
    侧室11  古墓侧室9墓道   演武洞24     ◎地下河◎＞山洞18 
     │        │     │                     │ 
    走道      墓道   墓道          (长安)   溪底 
       ╲      │     │             ↓      ∧ 
厨房10─走道─侧室8─墓道           山道──小溪 
         │           │           ╱        │ 
    古墓派休息室     墓道       山道        山道                      (少林寺) 
                      ┊       ╱              ╲                        ↑ 
      中原马车行23─断龙石─山道7               山道─山道←平原→山坡→石

阶←(汝州城) 
                      │ 
                     草地 
                      │ 
              草坪6─草地 
                      │ 
                   ↙草地5 
               小道4 
                   ↘小道3 
                      │ 
                     小道2 
                      │ 
                     小道1 
                      │ 
                    (全真) 
1.麻雀(Maque); 2.麻雀(Maque); 3.麻雀(Maque); 4.麻雀(Maque); 5.杨女(Yang 
nu); 6.麻雀(Maque); 7.杨女(Yang nu); 8.孙婆婆(Sun popo); 9.寒玉床(bed)，细

绳(string); 10.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琉璃茄子(Liuli qiezi)，麻辣豆腐(Mala 
doufu)，菠菜粉条(Bocai fentiao); 11.玉蜂针(Yufeng zhen)，玉蜂浆; 12.陆无双

(Lu wushuang)，玉女心经(Yunu xinjing); 13.小玲(Xiao ling)，女孩(Girl)，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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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Qin); 14.小虹(Xiao hong)，女孩(Girl)，执箫少女(Xiao); 15.扬冰儿(Yang 
binger); 16.扬雪儿(Yang xuer); 17.杨过(Yang guo)，小龙女(Xiao longnu); 18.
九阴真经(Jiuyin zhenjing); 19.大石头(stone); 20.大石头(stone); 21.密室顶

(ding); 22.画(picture)，棺材(guancai?); 23.招牌(paizi)，马车(che); 24.执箫少

女(Xiao)，抚琴少女(Qin)  
【峨嵋派地图】 
                                          (峨嵋后山) 
                                              │ 
      蛇窟尽头                         寝室  后门 
         │                             │    │ 
        蛇窟                     寝室─花园─后园 
         │                             │    │神灯阁二楼 
      蛇窟入口              禅房  禅房 寝室   │〓    禅房    禅房 
         │                  │    │         │〓     │      │ 
        小道─小道─北侧门─北廊─北廊───神灯阁──北廊──北廊─膳

房31─伙房 
                             │               │               │ 
   洗象池           禅房16─西廊─禅房17     后殿19   禅房26─东廊─厢房27 
     ┊                      │               │               │ 
  洗象池边 太子坪29 禅房14─西廊─禅房15    接引殿18  禅房24─东廊─厢

房25 
     ↓      ↑              │               │               │ 
   凌云梯   小道──西侧门─西廊──西廊─千佛庵大殿─东廊──东廊─东

侧门→归云阁28 
     ↓   ╱                 │               │               │ 
   雷动坪30         禅房10─西廊─禅房11    文殊殿9   禅房20─东廊─厢房

21 
                             │               │               │ 
                    禅房12─西廊─禅房13    毗卢殿8   禅房22─东廊─厢房23 
                                              ↑ 
                                          千佛庵大门7←清音阁→万年庵─厢房6 
                                                         ↑ 
                                                       神水阁 
                                                         ↑ 
                    山谷                                石阶5 
                     │                                  ↑ 
                    地道                               山门殿4 
                     │                                  │ 
                    地道                        玉女池→山门3 
                     │                           ↑ 
                    洞穴    保国寺大殿  罗峰山   石坊 
                     ∧         ∧        │      ↑ 
                   凤凰台2─保国寺大门─伏虎寺→解脱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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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计氏马车分行32 
                                ↑ 
                              解剑石1 
                                ↑ 
                               石阶 
                                │ 
                               石阶   (成都，大理) 
                                  ╲      ↓ 
                                   石阶─石阶 
1.守山弟子(Shoushan dizi); 2.白猿(Baiyuan); 3.文虚师太(Wenxu shitai)，守山

弟子(Shoushan dizi); 4.文月师太(Wenyue shitai)，文心师太(Wenxin shitai); 5.
巡山弟子(Xunshan dizi); 6.宋青书(Song qingshu); 7.小贩(Xiao fan)，小女孩

(Little girl); 8.静道师太(Jingdao shitai); 9.静风师太(Jingfeng shitai); 10.静空师

太(Jingkong shitai); 11.静真师太(Jingzhen shitai); 12.静慧师太(Jinghui shitai); 
13.静闲师太(Jingxian shitai); 14.静虚师太(Jingxu shitai); 15.静迦师太(Jingjia 
shitai); 16.静玄师太(Jingxuan shitai); 17.静照师太(Jingzhao shitai); 18.静心师

太(Jingxin shitai); 19.静和师太(Jinghe shitai); 20.文闲师太(Wenxian shitai); 21.
李明霞(Li mingxia); 22.文怡师太(Wenyi shitai); 23.苏梦清(Su mengqing); 24.
文善师太(Wenshan shitai); 25.赵灵珠(Zhao lingzhu); 26.文凌师太(Wenling 
shitai); 27.贝锦仪(Bei jinyi); 28.大乘涅磐经(Jing); 29.尼姑(Nigu)，女孩(Girl); 30.
尼姑(Nigu)，小尼姑(Xiao nigu); 31.菠菜粉条(Bocai fentiao)，馒头(Mantou)，
粗磁大碗(Wan); 32.招牌(paizi)，马车(che) 
【华山地图】 
           玉泉院2  中原马车行21 
             │   ╱ 
(华山村)─华山脚下1 
                  ╲ 
                    莎萝坪3 
                      ↓ 
                    青柯坪→千尺幢 华山别院4 
                              ↓      ↑ 
                            百尺峡→老君沟 
                                      ↓ 
                                    猢狲愁 (长安) 
                                          ↘ │ 
        紫气台←─────────舍身崖6←苍龙岭5 
          〓            华山之巅             ↑ 
         山壁  山洞20      〓                │ 
          ∨    │   华山论剑报名处←───镇岳宫→朝阳峰 
         甬道─甬道    小路←小路─小路      ↓ 
                        ↑             ╲  玉女峰─────玉女祠 
                       小路→思过崖18┄┄╲┄│┄┄┄悬崖17  ↑ 
                               ∨          练武场7    〓  后山小路 
                           思过崖后洞        │      悬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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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风清扬藏身处19    客厅8  后山小路15 
                                  寝室11     │       ↑ 
                                   │        │      小院16 
                         书房12─后花园10─后花园9─练功房14 
                                   │        │ 
                               华山休息室   饭厅13 
1.石碑(shibei); 2.李铁嘴(Fortune teller); 3.江湖豪客(Jianghu haoke); 4.封不平

(Feng buping)，成不优(Cheng buyou); 5.石碑(shibei); 6.公平子(Gongping zi); 7.
劳德诺(Lao denuo)，华山弟子(Dizi)，小路; 8.陆大有(Lu dayou)，岳灵珊(Yue 
lingshan); 9.小童(Xiaotong); 10.梁发(Liang fa); 11.红木书桌(desk); 12.岳不群

(Yue buqun)，宁中则(Ning zhongze); 13.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麻辣豆腐

(Mala doufu)，菠菜粉条(Bocai fentiao); 14.竹剑(Zhujian); 15.悬崖(cliff); 16.矮
长老(Ai zhanglao)，高长老(Gao zhanglao); 17.西边(west); 18.令狐冲(Linghu 
chong)，山洞(dong); 19.风清扬(Feng qingyang); 20.简陋人形(map)，字(word)，
金蛇锥(Jinshe zhui)，骸骨(Skeleton); 21.招牌(paizi)，马车(che) 
【灵鹫宫地图】 
  密道←──密道─密道                             小屋10 
   │        │ ╱ │                               ∧ 
   │       密道─密道 石室17                   缥缈峰后山 
   │     ╱      ╱    ∧                          │ 
   │ 密道      ╱     密道  储藏室14              小路 
   │    ╲   ╱        ↓     ∧                   │ 
   │      密道←───密道  藕香榭13  蓼风轩11    花圃9    昊天部18─赤

天部19─玄天部─成天部20 
   ↓                          │        │         │        │                          
│ 
  密道  花园16───卧房───走廊───走廊───独尊厅8──走廊-──

──练武场────钧天部21 
      ↘ 
〓                    │        │         │        │                          │ 
        密道                 休息室15  戏凤阁12 独尊厅大门7 朱天部─阳天部24
─幽天部23─鸾天部22 
                               │                   │ 
                             濯凤池              青石大道6 
                                                    │ 
                                       大松树顶4 青石大道5 
                                          〓   ↗ 
                                         松林3 
                                          ↑ 
                                         山路 
                                       ╱ 
                                   山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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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愁门2 
                                          ┊ 
                                        接天桥 
                                          ┊ 
                                        百丈涧1 
                                          ↑ 
                                        断魂崖 
                                          ↑ 
                                      缥缈峰山脚 
                                          │ 
                                 (灵州)─小路 
                                          │ 
                                         小路 
                                          ↑ 
                                        (天山) 
1.余婆婆(Yu popo)，灵鹫宫弟子(Dizi)，石碑(bei)，铁索(tiesuo); 2.石嫂(Shi sao)，
灵鹫宫弟子(Dizi)，铁索(tiesuo); 3.大松树(pine); 4.千年松果(Song guo); 5.松鼠

(Song shu); 6.松鼠(Song shu); 7.梅剑(Mei jian)，兰剑(Lan jian); 8.虚竹(Xu zhu)，
菊剑(Ju jian)，竹剑(Zhu jian)，灵鹫宫弟子(Dizi); 9.灵鹫宫弟子(Dizi)，獐(Zhang); 
10.天山童姥(Tong lao); 11.灵鹫剑(Lingjiusword); 12.灵鹫宫弟子(Dizi); 13.冰雪

翡翠糕(Gao)，酸梅汤(Suanmei tang)，灵鹫宫弟子(Dizi); 14.牛皮酒袋(Jiudai); 15.
灵鹫宫弟子(Dizi); 16.灵鹫宫弟子(Dizi)，梅花鹿(Meihua lu); 17.图形(picture); 18.
灵鹫宫弟子(Dizi); 19.灵鹫宫弟子(Dizi); 20.灵鹫宫弟子(Dizi); 21.程青霜(Cheng 
qingshuang)，灵鹫宫弟子(Dizi); 22.灵鹫宫弟子(Dizi); 23.灵鹫宫弟子(Dizi); 24.
符敏仪(Fu minyi)，灵鹫宫弟子(Dizi) 
【灵州地图】 
             冷宫──太监宿处18─-御书院17─-宫女宿处19─浴室20 
                                    │ 
            御学堂─-王子寝宫21──竹林───公主寝宫22─花园23 
              │                    │                    │ 
             琴房24─皇妃寝宫25─皇后寝宫16─皇妃寝宫26─棋房 
              │                    │                    │ 
            御膳房27   休息室33─皇宫后殿15─珍宝室34   太医院32 
              │                    │                    │ 
             花房28      偏殿35─皇宫正殿14─偏殿36      库房31 
              │                    │                    │ 
           卫士宿处29──────皇宫广场13──────-车马房30 
                                    │ 
(黄河南岸)                       皇宫大门12 
         ╲                         │ 
          土路  营房8 一品堂大门5 北大街   衙门3 
             ╲  │       │        │      │ 
         马栏─骠骑营6─西大街──城中心─东大街─灵州东门─小路─小路

─(灵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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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小校场7   刀店4      │   大将军府1 
                                    │      │      车马店二楼 
                                    │  将军府大院2     〓 
             关中马车行37─酒馆9─南大街───────车马店10─马厩 
                                    │ 
                                 灵州南门11 
                                    │ 
                                   大路 
                                    │ 
                                   大路 
                                    │ 
                                  黄羊滩 
                                ╱      ╲ 
                    (赞普，大轮寺)         ◎树林◎ 
1.校尉(Xiao wei); 2.家丁(Jia ding); 3.衙役(Ya yi); 4.小伙计(Xiao huoji); 5.南海

鳄神(Nanhai eshen)，叶二娘(Ye erniang)，云中鹤(Yun zhonghe); 6.西夏兵(Xixia 
bing); 7.西夏兵(Xixia bing); 8.西夏兵(Xixia bing); 9.西夏名商(Xixia mingshang)，
店小二(Xiao er); 10.店小二(Xiao er); 11.校尉(Xiao wei)，西夏兵(Xixia bing); 12.
皇宫卫士(Wei shi); 13.皇宫卫士(Wei shi); 14.太监(Taijian)，皇宫卫士(Wei shi); 
15.皇宫卫士(Wei shi); 16.宫女(Gongnv); 17.太监(Taijian); 18.太监(Taijian); 19.
宫女(Gongnv); 20.宫女(Gongnv); 21.太监(Taijian); 22.西夏公主(Princess)，宫

女(Gongnv); 23.宫女(Gongnv); 24.宫女(Gongnv); 25.宫女(Gongnv); 26.宫女

(Gongnv); 27.宫女(Gongnv); 28.宫女(Gongnv); 29.皇宫卫士(Wei shi); 30.太监

(Taijian); 31.太监(Taijian); 32.太医(Taiyi); 33.太监(Taijian); 34.皇宫卫士(Wei 
shi); 35.太监(Taijian); 36.太监(Taijian); 37.招牌(paizi)，马车(che) 
【华山村地图】 
 
(全真)  民宅8           玄坛庙9┄小棚子10 
     ╲  │           ╱ 
       西村口7─碎石路 
                      ╲ 
                        碎石路           杂货店14  民宅15 
                      ╱      ╲           │        │ 
                 民房6          打谷场5─碎石路11─碎石路─碎石路─东村口17
─(华山) 
                                〓│       │                │ 
                        (丐帮暗道)│     铁匠铺12─小房间13 草棚16 
                                  │ 
                小巷尽头4       碎石路─前厅─内室 
                        ╲        │ 
                          小巷─碎石路─中原马车行18 
                                  │ 
                                碎石路─小土房2 

南侠wiki  第138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 
                                碎石路2 
                                  │ 
                                南村口1 
                              ╱      ╲ 
                         (武当)        (南阳) 
1.野狗(Dog); 2.男孩(Boy)，女孩(Girl); 3.老大娘(Old woman); 4.小流氓(Punk)，
地痞(Dipi); 5.大谷堆(gudui)，小孩(Kid); 6.翠花(Cui hua); 7.小孩(Kid); 8.穷汉

(Poor man); 9.洞(hole); 10.王小二(Wang xiaoer); 11.女孩(Girl); 12.冯铁匠

(Feng); 13.长剑(sword); 14.李四(Li si); 15.地保(Dibao); 16.价目表(sign)，草帘

(caolian); 17.男孩(Boy); 18.招牌(paizi)，马车(che) 
 
【中原地图】 
            ( 少 林 ) ─ 汝 州 城

1                                                               (曲阜) 
                          ╲                                                             ╱ 
                           大驿道 中原马车总行6                                 青
石大道 
                               ╲  │                                       ╱ 
                (洛阳)              许昌城2─青石大道                  青石大道 
                  │              ╱  │             ╲              ╱ 
   (华山村)       │            ╱  (信阳)             青石大道─淮北3 
          ╲    大驿道    大驿道                                     ╲ 
  迎宾楼二楼╲    │    ╱   客店二楼                                  青石大道 
      〓      ╲  │  ╱        〓                                             ╲ 
    迎 宾 楼 ─ ─ ─ 南 阳 城 4 ─ ─ ─ 悦 来 客 栈

5                                           青石大道 
              ╱                                                                         ╲ 
         ( 襄

阳)                                                                           (扬州)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3.武
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4.何师我(He shiwo)，小贩(Xiao fan); 5.店小二

(Xiao er); 6.招牌(paizi)马车(che) 
【洛阳城地图】 
                                                                             (孟津渡，黄河

南岸) 
                                                                                    ↑ 
                                                                                   洛水25 
                                                                                    │ 
                                                                                  大官道

24 
                                                                                    │ 
                                                                                  大官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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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桥 
                                                                                    ↑ 
                                                                                 洛阳北门

23                       小舍16 
                                                                                    │     
                        │ 
                                    宴客厅─宴客厅门厅─望星楼四楼42  唐记水果

20─北大街─富贵花圃18—天茗喜铺19  小巷15 
                                                            〓                      │    
                      ╲ │ 
                                                        望 星 楼 三 楼

43                │                            小舍          小舍 
                                                            〓                      │    
                         │            │ 
                                                        望 星 楼 二 楼

22                │                            小舍─小院──小舍13 
                                                            〓                      │    
                               │      │ 
                                                          望星楼21────────

北大街────唐三彩17              小巷尽头  小舍14 
                                                                                    │     
                              │ 
                                         门派比武场     门廊     龙门镖局

9            │          关帝庙11                小巷 
                                             │         │        ∧                │   
         ∧             ╭──╯ 
                                            武门 6    王家大门 7 镖局大门

8            │           庙会10     碎石路 
                                             │         │        │                │   
         │╭打铁铺12│ 
(长安)─函谷关─大官道1─大官道2─城西桥←洛阳西门3-─西大街──西大

街────-洛阳中心广场4──东大街───东大街─洛阳东门5→(洛阳东) 
          ┊                                 │         │        │                │╰

玩家当铺  │          │ 
      (导师基地 )                    排行榜─空地─排行榜│      四海钱庄

30           │         四海金店       │ 
                                          ╱ │ ╲      │        │    长乐坊26—南

大街—白马客栈27—客店客房│ 
                                    排 行 榜  排 行 榜  排 行 榜

│        │                │                      小胡同39 
                                        中原马车行44—小胡同32—烟花铺—同仁堂

28—南大街—壶记茶楼29        ╭│ 
                                                        │        │                │    
    ╭┄僻静小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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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安寺 )               │       泥人铺

31            │    (汝阳王府) │     ││ 
                                        ╲              │        │                │   
     │  僻静小巷40╯│ 
                                          城西集市──小胡同41─小胡同34───

──南大街──小胡同37────小胡同38─(天地会) 
                                                        │        │                │    
    │ 
                                                      小酒馆33   私塾35          洛阳

南门36 住宅区 
                                                                                    │ 
                                                                                   伊阙 
                                                                                    │ 
                                                                                  (南阳) 
1.书生(Shu sheng); 2.豪客(Hao ke); 3.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4.晓
晓(Lxiao npc); 5.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6.天天好味道(Jason npc); 7.
管家(Guan jia); 8.小厮(Xiao si); 9.都大锦(Du dajin); 10.乞丐(Qi gai)，点石成金

(Master); 11.渡门(Seagate)，功德箱(Gongde xiang); 12.铁匠(Tie jiang)，大橱

柜(chugui); 13.绿竹翁(Lvzhu weng); 14.汾酒(Fen jiu)，竹叶青(Zhuye qing)，
百草酒(Baicao jiu); 15.丁丁(Ding ding); 16.任盈盈(Ren yingying); 17.赵老板

(Zhao laoban); 18.花老板(Hua laoban)，南海神尼(Nanhai shenni); 19.王彪汉

(Phihaed); 20.唐老板(Tang laoban); 21.店小二(Xiao er)，日月神教引路人; 22.
萧峰(Xiao feng); 23.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4.豪客(Hao ke); 25.
刀客(Dao ke)，豪客(Hao ke); 26.地痞(Di pi); 27.店小二(Xiao er); 28.药铺伙计

(Yaopu huoji); 29.茶馆伙计(Chaguan huoji); 30.胡雪源(Hu xueyuan); 31.伙计

(Huoji); 32.地痞(Di pi)，乞丐(Qi gai); 33.范遥(Fan yao); 34.泼皮(Po pi); 35.哈
老板(Ha laoban); 36.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37.无赖(Wu lai); 38.乞
丐(Qi gai); 39.无赖(Wu lai)，泼皮(Po pi); 40.人(ren); 41.大门(door)，墙(wall); 
41.小丐(Xiao gai); 42.杜老板(Du laoban); 43.书店伙计; 44.招牌(paizi)，马车

(che) 
【万安寺地图】 
               万安塔1                       碑林 
                     ╲                    ╱ 
           树杈上    寺内小路        寺内小路 
             〓           ╲          ╱ 
   北厢房  大树上           万安寺后院 
     │      〓                 ↓ 
  宝相精舍—小院2——-禅房——讲经台—禅房—菜园           
     │      │                 │ 
   南厢房   小屋  客房—禅房—卧佛殿—禅房—客房 
                                │ 
                     观音堂—大雄宝殿—珈蓝殿 
                                │ 
                        钟楼—天王殿—鼓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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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寺内广场 
                                │                        
                            万安寺大门 
                                      ╲ 
                                       松林 
                                          ╲ 
                                           松林 
                                              ╲ 
                                               (洛阳城) 
1.鹿杖客(Luzhang ke).鹤笔翁(Hebi weng); 2.参天古树(tree) 
【洛阳东地图】 
(洛阳城)→城东桥1←大官道2─大官道3─大官道4─大官道─虎牢关       (麒
麟村) 
                                                            ╲    ╱ 
                                                              官道5 
                                                                  ╲ 
                                                                   (少林，汝州) 
1.剑客(Jian ke); 2.豪客(Hao ke); 3.镖客(Biao ke); 4.豪客(Hao ke); 5.书生(Shu 
sheng) 
【天地会地图】 
                                         侧厅─大厅5─侧厅 
                                                │ 
          杨柳胡同─棺材店2─棺材店内室3←◎天地会暗道◎4 
             │ 
(洛阳城)─杨柳胡同1 
1.贾老六(Jia laoliu); 2.高彦超(Gao yanchao)，棺材(guancai); 3.棺材(guancai); 
4.玄真道长(Xuan zhen); 5.马超兴(Ma chaoxing)，陈近南(Chen jinnan)，白木 
(baimu)，对联(duilian) 
【汝阳王府地图】 
          大假山                                   (洛阳城) 
                ╲                                    ┊ 
          水牢14┄流水亭                           王府后门 
                    ↑                           ╱ 
          明月楼─后花园─燕怡堂9─回廊─内宅后院──内书房 
        ╱          │                      │ 
   经堂8          小石桥       西卧房12─内宅正厅10─东卧房13 
    │              │                      │ 
   书斋           承庆楼           仓廪─内宅前院11─膳食处 
    │              │                      │ 
  宜宾馆─-走廊-─议事厅-───走廊───东院客厅 
    │              │                      │ 
  执事处5─走廊-─回事厅6───走廊───东院门房7 
    │              │                      │ 

南侠wiki  第142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小校场─卫士营3─门岗2─────卫士营4   │ 
                    │                  ╲  │ 
  西角门─-围墙──府门1-───围墙-───东角门 
                    │ 
                 (洛阳城) 
1.王府门房(Men fang); 2.卫士长(Weishi zhang)，王府卫士(Wei shi); 3.王府卫

士(Wei shi); 4.王府卫士(Wei shi); 5.王府执事(Zhi shi); 6.前院总管太监(Zong 
guan); 7.王府仆人(Pu ren); 8.讲经法师(Jiangjing fashi); 9.花季少女(Shao nv)，
淡妆丽人(Li ren)，妙龄女子(Nv zi)，美貌女郎(Nv lang); 10.王府侍女(Shi nv)，
幻方(magic square); 11.内宅总管太监(Zong guan)，大水缸(jar); 12.胡姬(Hu ji); 
13.汝阳王妃(Wang fei); 14.锁链(suolian)，石柱(shizhu) 
【星宿海地图】 
  (后山谷底) 
      ┊ 
    山谷口16 
      │  密室34 逍遥洞21             星宿海22           山洞25┄山洞32 
    山谷口    │ 〓   ∧            ╱(后山) ╲           ∧ 
      │      暗道33 石道20─星宿海19 日月洞26 星宿海23→山石24 
    山谷口───谷口───山间平地15╲  │   ╱ 
                             │       星宿海18 
            星宿派储藏室14＜小路13      │ 
                             │       星宿海17 
                            小路12      │ (秘道) 
                                ↖     ↙    ┊ 
                                  湖泊11   赛马场29 (灵鹫) 关中马车行35 
                                   │              ╲ ↑ ╱ 
              山洞    (黄河南岸)  巨岩10   杂货铺28─小镇27─巴依家院30─巴

依家客厅31 
               ∧              ╲  │       (导师基地)╯  ╲(回疆) 
顶峰1←山路2←山坡3┄黄河平原4← 黄土地5←─────────小山坡6
＞(丐帮暗道) 
                                                          ╱      ╲ 
                                                  ◎小沙漠◎ 黑店8→六盘山7 (长安) 
                                                  ╱              ╱  ↑      │ 
                                          沙漠绿洲9           山路   大道──大道─

(长安) 
                                                               ↑ 
                                                             (长安) 
1.毒蛇(Snake); 2.采药人(Caiyao ren); 3.采药人(Caiyao ren)，天山雪莲(Xue lian)，
深涧 (valley); 4.深涧 (valley); 5.牧羊人 (Muyang ren); 6. 波斯商人 (Bosi 
shangren)，沙丘(shaqiu); 7.天空(sky)，词(poem); 8.黑老板(Hei laoban)，打手

(Da shou)，门(men)，画(drawing); 9.小毛驴(Donkey)，哈密瓜(Hamigua); 10.
天狼子(Tianlang zi)，星宿派号手(Haoshou)，星宿派钹手(Boshou)，星宿派鼓

手(Gushou)，大字(zi); 11.狮吼子(Shihou zi)，星宿派号手(Haoshou)，星宿派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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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Boshou)，星宿派鼓手(Gushou); 12.阿紫(A zi); 13.出尘子(Chuchen zi); 14.
『星宿毒经〖上册〗』(Du jing)，清心散(Qingxin san)，断肠散(Duanchang san)，
蒙汗药(Menghan yao)，青葫芦(Qing hulu); 15.羊肉串(Yangrou chuan); 16.李
秋水(Li qiushui); 17.摘星子(Zhaixing zi)，星宿派号手(Haoshou)，星宿派钹手

(Boshou)，星宿派鼓手(Gushou); 18.牌子(paizi); 19.星宿派号手(Haoshou); 20.
采花子(Caihua zi); 21.草垫子(dianzi)，洞壁(wall); 22.星宿派钹手(Boshou)，羊

肉串(Yangrou chuan); 23.星宿派鼓手(Gushou); 24.星宿派号手(Haoshou)，山

洞(cave); 25.毒蛇(Snake); 26.丁春秋(Ding chunqiu)，字画(zihua)，珠帘(zhulian); 
27.维吾尔族妇女(Woman); 28.买卖提(Maimaiti)，价目表(sign); 29.阿拉木罕

(Alamuhan); 30.巴依(Bayi)，小孩(Kid); 31.阿凡提(Afanti); 32.飘然子(Piaoran 
zi)，石棺(Shi guan)，神木王鼎(Shenmu wangding); 33.门(door); 34.冰魄杖

(Bingpo zhang)，小门(door); 35.招牌(paizi)，马车(che) 
【星宿海地图－后山】 
    巨石┄瀑布顶端 
             〓 
            瀑布 
             〓 
            瀑布 
             〓 
          小溪源头13 
             ↑ 
草庐内12＜谷底深处11┄山林─山林─山林 
             ┊        │    │    │ 
            谷底10┄┄山林─山林─山林 
             ┊        │    │    │ 
          (山谷口)    山林─山林─山林 
                             │ 
                           山林前                    密室─密室7─密室 
                             │                             ∧ 
                    草地──草地3-─草地          碎石路─豁然轩  左内殿 
                     │      ↓      │         ╱          │      │ 
            问津亭─草地1→小山坡2←草地─碎石路4         天秀宫6＞内殿8─
石壁 
              │     │      ↑      │         ╲          │      │ 
           (日月洞) 草地──草地──草地          碎石路─延至馆5 右内殿 
                         ╲  │  ╱                         〓 
                            小湖                           秘道 
                             ┊                                ╲ 
                            湖底9                                秘道 
                                                                     ╲ 
                                                                      (赛马场) 
1.小鹿(Xiao lu); 2.小白兔(Xiao baitu); 3.小松鼠(Xiao songshu); 4.脚印(jiaoyin); 
5.古井(well); 6.传功弟子(Chuangong dizi); 7.兵器(weapons); 8.我踏月色而来

(Zine npc); 9. 鳄鱼(E yu); 10.小溪(valley); 11.香(incense); 12.铁钩(Tie g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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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瀑布(fall) 
【全真教地图】 
                       小屋36 
                        │ 
                       空地35 
                        │ 
                      小树林34               粪坑 
                        │    (古墓)          │ 
                      小树林33  │           水塘 
                        │      │            │ 
           走廊─清池─名木27─药圃28─果园─奇草─-芳花 
            │                  │                   │ 
   走廊──走廊                走廊                 走廊───走廊 
    │                          │                             │ 
  寻真台  练气台   休息室      走廊      吸景台    散花台    承露台29 
    │      │       │         │         │        │        │ 
  延灵阁─乘云阁─-游仙阁──-九仙楼──-凝雪阁30─飞鸾阁31─迎风阁 
    │      │       │         │         │        │        │ 
  延真楼  午凤楼24 逍遥楼25 天尊讲经堂26 九真楼32  焚香楼    静念楼 
    │      │       │         │         │        │ 
   走廊    走廊──精思院23─-说法院22─-受道院     走廊 
    │                          │                   │ 
   走廊            校经房19──走廊───写经房20─-钟阁 
    │                          │         │ 
   走廊-─走廊──门屋─门楼─天尊殿15    经楼21 
           │      │           │ 
         更衣室17 师房16        │           香积厨11 
           │                 玄虚堂14         │ 
          浴堂18                │     俗客房 斋堂10 
                                │       │    │ 
   走廊-──走廊─走廊─走廊─崇玄台8-─走廊─走廊─净人访9 
    │       │                 │ 
  车牛房12 骡马房13  烧香坊7─三清殿6─升仙坊 
                                │ 
                               宫门5─中原马车行37 
                                ↑ 
                               石阶 
                                │ 
                               石阶 
                                ↑ 
                               石阶4 
                                ↑ 
                               石阶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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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阶2 
                                      │ 
                                     石阶1 
                                         ╲ 
                                           石阶 
                                               ╲ 
                                                (华山村) 
1.小孩 (Kid); 2.陌生人 (Mosheng ren); 3.陌生人 (Mosheng ren); 4.陌生人

(Mosheng ren); 5.知客道长(Zhike daozhang); 6.程遥伽(Cheng yaojia); 7.道童

(Daotong); 8.尹志平(Yin zhiping)，铜人(Tong ren)，练功弟子(Liangong dizi); 9.
孙不二(Sun bu er); 10.李余(Li yu); 11.烧火道士(Dao shi)，大锅(pot)，蒸笼

(steampot); 12.道童(Daotong); 13.张三(Zhang san)，骏马(Horse); 14.马钰(Ma 
yu); 15.丘处机(Qiu chuji)，墙(wall)，纸条(notice); 16.王重阳(Wang chongyang); 
17.浴堂道童(Daotong); 18.浴堂道童(Daotong); 19.道童(Daotong)，道德经

(Shu); 20.藏经阁道长(Daozhang); 21.道童(Daotong)，道德经(Shu); 22.王处一

(Wang chuyi); 23.观想兽(Guanxiang shou); 24.铜人(Tong ren); 25.赵志敬

(Zhao zhijing); 26.郝大通(Hao datong); 27.树木(shu); 28.老者(Lao zhe); 29.金
丝雀(Sparrow); 30.谭处端(Tan chuduan); 31.刘处玄(Liu chuxuan); 32.铜人

(Tong ren); 33.蜜蜂(Bee); 34.蜜蜂(Bee)，树木(shu); 35.蜂王(Feng wang)，蜜

蜂(Bee); 36.周伯通(Zhou botong); 37.招牌(paizi)，马车(che) 
【长安城地图】 
                                                                             (大明宫) 
                                                                                │怡红院

─长乐坊21 
       (外城墙)                                                             丹凤门大

街      │     (外城墙) 
          ↑                                                                    │         
 │        ↑ 
(城外)─安远门8─通化门大街─通化门大街─通化门大街─-(皇城)──通化门

大街─通化门大街─通化门大街─通化门9─(城外) 
          ↓                                 │         │                      │       
   │        ↓ 
       (外城墙)  关中马车行22   善堂      三门大街      │       (国子监)   丹
凤门大街─-(兴庆宫)  (外城墙) 
          ↑         │          │          │         │          │          │    
      │        ↑ 
(城外)─金光门1─金光门大街─金光门大街─金光门大街─朱雀大街2─春明

门大街─春明门大街─春明门大街─春明门3─(城外) 
          ↓         │     ╭-─╯          │         │                      ╰─-
╮               ↓ 
       ( 外 城 墙 )   飞 马 镖 局 20 │ 京 兆 府 侧 厅 5 ─ 京 兆 府

4      │                           │            (外城墙) 
                 古董店12─西市─胭脂铺11               │               月记银

号6─东市─当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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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雀大街─荐福寺─小雁

塔        │ 
                 打铁铺10─西市─酒肆17                 │     客店内室＜三秦客

栈7─东市─榷场 
                            │                          │                           │ 
                 千金堂18─西市─函谷书肆19             │                月记金

店─东市─通四海长安分店 
                            │                          │                           │ 
                           顺街───────────朱雀大街-───────

────顺街 
                                                        │                              ╲ 
                                           玄都观16─朱雀大街─────────

─────大慈恩寺14─大雁塔 
                                                        │                                  
    ╲ 
                                            ( 外城墙 ) ←明德门 15 → ( 外城

墙)              (导师基地)┄曲江池边 
                                                        │ 
                                                      (城外) 
1.右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2.游方和尚(Youfang heshang); 3.
左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4.京兆尹(Jingzhao yin)，衙役(Ya yi); 
5.京兆少尹(Jingzhao shaoyin)，衙役(Ya yi); 6.掌柜; 7.店小二(Xiao er); 8.右金

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9.左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

(Jin wu); 10.铁匠(Tie jiang)，伙计(Huo ji); 11.曲妍(Qu yan); 12.古董商(Gudong 
shang); 13.当铺老板; 14.庙祝(Miao zhu); 15.左金吾卫郎将(Jin wu)，右金吾卫

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16.功德箱(Gongde xiang); 17.胡姬(Hu ji); 
18.孙思邈(Sun simiao)，药铺伙计(Yaopu huoji); 19.苟读(Gou du); 20.马行空

(Ma xingkong); 21.轩辕三光(Xuanyuan sanguang); 22.招牌(paizi)，马车(che) 
【长安城地图－城墙】 
  外城墙─外城墙─外城墙5─内城墙14─玄武门城楼15─内城墙16─外城墙17
─丹凤门城楼18─外城墙19─外城墙 
    │              │                                         │                         
       │ 
  外 城 墙           内 城 墙 6                                    内 城 墙

13                          外城墙 
    │              │                                         │                         
       │ 
安远门城楼      安福门城楼─内城墙8─承天门城楼─-内城墙9─延喜门城

楼                        通化门城楼 
    │              │                                         │                         
       │ 
  外 城 墙 4         内 城 墙 7                                    内 城 墙

10                          外城墙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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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光门城楼         内城墙─ -内城墙11─朱雀门城楼─ -内城墙12─ -内城

墙                          春明门城楼 
    │                                                                                     
      │ 
  外 城 墙

3                                                                                      外
城墙21 
    │                                                                                     
      │ 
  外 城

墙                                                                                       外
城墙 
    │ 
  外城墙───外城墙───外城墙1──明德门城楼──外城墙2 
1.右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2.左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

卫士(Jin wu); 3.右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4.右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5.右金吾卫将军(Jin wu)，右金吾卫郎将(Jin wu); 6.
右金吾卫将军(Jin wu)，右金吾卫郎将(Jin wu); 7.右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

卫卫士(Jin wu); 8.右金吾卫将军(Jin wu)，右金吾卫郎将(Jin wu); 9.左金吾卫将

军(Jin wu)，左金吾卫郎将(Jin wu); 10.左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11.右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12.左金吾卫将军(Jin wu)，
金吾卫卫士(Jin wu); 13.左金吾卫将军(Jin wu)，左金吾卫郎将(Jin wu); 14.右金

吾卫将军(Jin wu)，右金吾卫郎将(Jin wu); 15.右金吾卫将军(Jin wu)，左金吾卫

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16.左金吾卫将军(Jin wu)，左金吾卫郎将(Jin 
wu); 17.左金吾卫将军(Jin wu)，左金吾卫郎将(Jin wu); 18.左金吾卫将军(Jin 
wu)，左金吾卫郎将(Jin wu); 19.左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20.
左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21.左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

卫士(Jin wu) 
【长安城地图－城外】 
                                                    (黄河南岸) 
                                                   ╱ 
                                           渭水河畔 
                                              │ 
                                       小道─官道─-小道─-小道─-小道 
                                     ╱       │                   │ 
                                  小道        │                  小道 
                                 ╱           │                   │ 
                       小道─小道             │                  小道 
                        │                    │                   │ 
                       小道      ＋＋＋＋＋[玄武门]＋＋＋＋＋      │ 
                        │       ＋    ＋            ＋    ＋     小道 
                       小道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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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宿)       (星宿)─[安远门]                  [通化门]─官道─官道 
           ↑                    ＋                        ＋            │ ╲ 
          陈仓───官道───[金光门]                  [春明门]─官道─官

道  潼关─官道─(洛阳) 
        ╱                       ＋＋＋＋＋[明德门]＋＋＋＋＋            │ 
  大散关                                      │                        官道 
    │                                       官道                        ↓ 
    │                                        │                        山路 
    ↓                                       官道                        ↓ 
   官道                                    ╱    ╲                     山路 
    ↑                                 官道        官道                  ↓ 
    │                               ╱             ↓                  山路 
    │                           杜陵             (古墓)                 ↓ 
    │                         ╱                                       山路 
   官道                    官道                                          │ 
       ╲                ╱                                            (华山) 
         汉中─官道─官道 
          ↓ 
        (成都) 
【长安城地图－皇城】 
 
                                                                (城外) 
                                                                  │ 
                                                    右羽林军营─玄武门9─左羽林军

营 
                                                                  │ 
                                                                玄武殿 
                                                                  │ 
                                                               太液池畔 
                                                               ╱    ╲ 
                                                         太液池畔    太液池畔─梨园 
                                                               ╲    ╱ 
                                                   翰林院      太液池畔 
                                                         ╲    ╱    ╲ 
                                                          麟德殿      蓬莱殿 
                                                         ╱    ╲    ╱    ╲ 
                                          含光殿─右银台门───紫宸殿───左

银台门─东内苑 
                                            │                    │                    │ 
                                  大 安 宫 ─ 西 内苑                 宣 政

殿                龙首殿 
                                    ↑                            │ 
                                  西内苑                        含元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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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城墙)←玄武门8→(内城墙)     西朝堂    │    东朝堂 
                                    │                        ╲  │  ╱ 
                                  承香殿                      丹凤门广场 
                                    │                            │ 
                                  延嘉殿              (外城墙)←丹凤门10→(外城墙) 
                                    │                            │ 
         太仓──-嘉猷门─淑景殿─甘露殿─凌烟阁               (长安城) 
          │        /               ↓ 
          │       /              两仪殿 
          │      /                 ↑ 
          │     /                两仪门            崇文馆  丽正殿 
          │    /                   ↓                    ╲  │ 
          │   /                  太极殿                    崇教殿 
          │  /                     ↑                        │ 
          │ /          中书内省─太极门─门下内省          明德殿 
          │/         ╱            │            ╲      ╱ 
        掖庭宫─通明门  (内城墙)←承天门7→(内城墙) 通训门 
      ╱                            │ 
内侍省     (内城墙) 承天门横街─承天门横街─承天门横街 (内城墙) 
              ↑  ╱    │          │          │    ╲  ↑ 
  (长安城)─安福门5     │          │          │      延喜门6─(长安城) 
              ↓  ╲    │          │          │    ╱  ↓ 
           (内城墙) 承天门横街─承天门横街─承天门横街 (内城墙) 
                                    │ 
                   右金吾卫府3─承天门大街─左金吾卫府4 
                                    │ 
                        鸿胪寺─承天门大街─敬时楼2─(尚书省) 
                                    │                      ╲ 
                        斗鸡场─承天门大街──────────碑林 
                                    │ 
                        (内城墙)←朱雀门1→(内城墙) 
                                    │ 
                                 (长安城) 
 
1.右金吾卫将军(Jin wu)，左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2.左金吾

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3.右金吾卫大将军(Jin wu)，金吾卫亲兵

(Jin wu); 4.左金吾卫大将军(Jin wu)，金吾卫亲兵(Jin wu); 5.右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6.左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7.右
金吾卫将军(Jin wu)，右金吾卫郎将(Jin wu)，左金吾卫将军(Jin wu)，左金吾卫

郎将(Jin wu); 8.右金吾卫将军(Jin wu)，左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9.左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10.左金吾卫将军(Jin wu)，
左金吾卫郎将(Jin wu) 
【长安城地图－兴庆宫】 
                            (通化门大街) 

南侠wiki  第150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 
                               跃龙门2 
                                 │ 
(丹凤门大街)─兴庆门1─兴庆殿─南薰殿   沉香亭 
                                 │   ╱ 
                              龙池湖畔 
                            ╱ 
                  花萼相辉楼 
                            ╲ 
                             勤政务本楼─通阳门3 
                                           │ 
                                      (春明门大街) 
1.左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2.左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

卫士(Jin wu); 3.左金吾卫将军(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 
【长安城地图－国子监】 
               太学学堂        太学学堂  四门馆学堂 四门馆学堂 四门馆学堂 
                       ╲    ╱                    ╲   │   ╱ 
               太学学堂─太学─太学学堂  四门馆学堂─-四门馆-─四门馆学堂 
                       ╱ │ ╲                    ╱        ╲ 
               太学学堂   │   太学学堂          ╱            四门馆学堂 
                          │      _____________╱ 
         国子学堂         │    ╱ 书学学堂 
            │            │  ╱      │ 
国子学堂─国子学────国子监1───书学 
        ╱  │  ╲        │          │ 
国子学堂 国子学堂 国子学堂│       书学学堂 
                          │ 
                     (春明门大街) 
1.左金吾卫郎将(Jin wu)，金吾卫卫士(Jin wu)，国子监祭酒(Guozijian jijiu) 
【长安城地图－尚书省】 
                装备库房10─户部库房─杂物库房11 
                               ↓ 
        礼部衙门4 吏部衙门5 户部衙门6 
           │        │        │ 
          走廊───走廊───走廊 
                  ↗ │ ╲_____ 
                ╱   │        ↘ 
(敬时楼)─尚书省1   走廊  都堂2─都堂─都堂3 
                ╲   │   _____↗ 
                  ↘ │ ╱ 
          走廊───走廊───走廊 
           │        │        │ 
        工部衙门7 兵部衙门8 刑部衙门9 
1.金吾卫亲兵(Jin wu); 2.高士廉(Shangshu puye); 3.房玄龄(Shangshu puy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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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敬宗(Libu shangshu); 5.李林甫(Libu shangshu); 6.刘晏(Hubu shangshu); 7.
阎立本(Gongbu shangshu); 8.徐世勣(Bingbu shangshu); 9.颜真卿(Xingbu 
shangshu); 10.库房守卫(Kufang shouwei); 11.库房守卫(Kufang shouwei) 
【成都地图】 
                                                               (长安) 
                                                                 ↓ 
                                                               金牛道 
                                                             ╱ 
                                                       金牛道 
                                                             ╲ 
                                                               金牛道 
                                                                 ↓ 
                                                               剑门关 
                                                                 ↑ 
                                                                官道 
                                                                 │ 
                                         计氏马车行分行2        北门4  客店内

室                          (岳阳) 
                                               │                │       ∧             
              ╱ 
(赞普)←川西土路←川西土路←青石官道─西门1─西大街 八仙茶楼3─北大街

─悦来客店5                瞿塘巫峡纤道 
                                               │  ╲  │        │                        
            ╲ 
                                             青羊宫13西大街──北大街─信相

寺                        瞿塘巫峡纤道 
                                               ┊       ┊   ╲     │╭四川总督

府                             ╲ 
                                            ≈锦江≈   ┊     总督府门前    当铺

6                           入川古栈道12 
                                               ┊  ≈≈ 锦 江

≈     │    ╲  │                               ╱ 
                                 (导师基地)┄百花潭9      ≈≈≈石桥──-东大街 
月记银号7             入川古栈道 
                                                ╲                │
≈≈    ┊  ╲  │                   ╱ 
                                                  ╲             │   ≈≈锦江≈ 东大街

─东门8─青石官道 
                                                    ╲           │           ≈≈ ┊ 
                                                      ╲         │             ≈锦江≈ 
                                                        ╲       │                ┊ 
                                                       武侯祠─南大街──────

合江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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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唐家11─南门10 
                                                                 │ 
                                                              青石官道 
                                                                 ↓ 
                                                              青石官道 
                                                            ╱   ↓ 
                                                    青石官道  青石官道 
                                                  ╱             ↓ 
                                          青石官道             (峨眉) 
                                             │ 
                                        (天龙寺，大理)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招牌(paizi)，马车(che); 3.茶博士(Cha 
boshi); 4.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5.店小二(Xiao er)，牌子(paizi)，
古董店掌柜(Gudong zhanggui); 6.当铺老板; 7.掌柜; 8.武将(Wu jiang)，官兵

(Guan bing); 9.少女(Girl); 10.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1.老唐(Lao 
tang); 12.鸡血藤(teng); 13.书店伙计 
【昆明地图】 
                                                 (平西王府) 
                                                     │ 
  (大理)                                           北城门6 
    │                                               │ 
   山路─山路                           月记票号4─北大街─当铺5 
             ╲                                      │ 
               山路─山路                 神威镖局 2   │      月兴盛

7                山路→山路→(苗疆) 
                         ╲                 │       │       │                 ╱ 
                           西山─西城门1─西大街─中心广场─东大街─东城门8
─山路 
                            │              │       │       │ 
                            │         计氏马车分行3 │     杂货铺 
                            │                       │ 
                            │           客店内室    │ 
                            │              ∧       │ 
                            │            宝月阁9─南大街─大宅 
                            │                       │ 
                            │                     南城门10 
                            │                       │ 
                            │                     滇池边 
                            │                       │ 
                          观音山←───滇池边───滇池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张崇威(Zhang chongwei); 3.招牌(paizi)，
马车(che); 4.掌柜; 5.当铺老板; 6.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7.伙计

(Huoji); 8.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9.店小二(Xiao er); 10.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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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寺地图】 
                 后院13 钟楼二层14╭┄┄┄┄ 悬崖 
                  │      〓      ┊          〓 
        松木屋6─长廊5─钟楼12 崖间古松11 无量山后山10          (成都) 
                  │╰睡房        ┊          ↑                  │ 
          客房─雨花院3─饭厅4 (无量山)      小路9             羊肠小路 
                  │              ┊          ↑               ╱ 
                三元宫2         万劫谷    山间小路8      羊肠小路 
                  │              │    ↗               ╱ 
                 长廊1         山间小路7             大道 
                  ↑                   ╲          ╱ │ 
计氏马车分行15─瑞鹤门←────────-天龙寺山脚 (大理) 
1.本尘大师(Benchen dashi)，沙弥(Sha mi); 2.本因方丈(Benyin fangzhang)，沙

弥(Sha mi); 3.本相大师(Benxiang dashi)，沙弥(Sha mi); 4.孙拳(Sun quan)，清

水葫芦(Qingshui hulu)，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麻辣豆腐(Mala doufu); 5.
本参大师(Bencan dashi)，沙弥(Sha mi); 6.枯荣大师(Kurong dashi)，本观大师

(Benguan dashi); 7.金环蛇(Jin she); 8.黑冠巨蟒(Snake)，竹叶青蛇(Qing she)，
金环蛇(Jin she); 9.竹叶青蛇(Qing she)，金环蛇(Jin she); 10.峭壁(stiff); 11.大
缝(yafeng); 12.沙弥(Sha mi); 13.大水缸(gang); 14.黄铜大钟(Da zhong); 15.招
牌(paizi)，马车(che) 
【无量山地图】 
                                   (天龙寺) 
                                      ┊ 
                                     谷底1─谷底小路 
                                      │         ╲ 
                                      │         谷底小路3 
                                      │         ╱ 
                                   谷底小路2   ╱ 
                                      │     ╱ 
                                      │   ╱ 
                                      │ ╱ 
                                   谷底小路 
                                   ╱ │ 
   崖洞7                      谷底小路│ 
    〓<悬崖>                   ╱     │ 
  大石壁6─无量玉璧5      羊肠小路 谷底小路8                           围棋室

11   书房 
              │           ╱         │                                 │        │ 
           谷底小路─◎迷魂阵◎    洞中小道─洞中小道←洞中小道←洞门9┄
石室10─琅缳福地12 
                                                                         │ 
                                                                      洞中小道 
                                                                         ∧ 
                                                                      澜沧江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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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善人渡 
                                                                         ┊ 
                                                                      (天龙寺) 
1.红玫瑰(Red rose)，茶花(Flower); 2.野果(Ye guo); 3.野果(Ye guo); 4.玉壁

(yubi); 5.玉壁(yubi); 6.峭壁(stiff); 7.宝剑(sword); 8.巨石(stone); 9.门(men); 
10.凌波微步图谱(Lingbo-weibu); 11.残局(canju); 12.段誉(Duan yu)，王语嫣

(Wang yuyan); 13.铁索桥(qiao) 
【平西王府地图】 
              书房12┄┄┄┄┄┄┄┄╮ 
               │                   〓 
              走廊                 秘室13 
               │                   〓 
         平西王府后花园11          秘室14 
               │                   〓 
       厢房9─走廊8─厢房10  平西王秘藏宝库15 
               │ 
   内室6      走廊 
    │         │ 
  西偏厅─平西王府正厅5─东偏厅7 
               │ 
            翠玉屏风4 
               │ 
            王府大道 
               │ 
            王府大道 
               │ 
  右卫房2─王府大道─左卫房3 
               │ 
          平西王府大门1 
               │ 
              大道 
               │ 
              大道 
               │ 
              大道 
               │ 
              大道 
               │ 
             (昆明) 
1.亲兵头(Qin bingtou)，亲兵(Qin bing)，大匾(bian); 2.亲兵(Qin bing); 3.亲兵

(Qin bing); 4.侍女(Shi nv); 5.仆人(Pu ren)，匾(bian); 6.吴应雄(Wu yingxiong); 
7.总管(Guan); 8.保镖(Bao biao); 9.小妾(Xiao qie); 10.萍水逢(Ping shui); 11.花
农(Hua nong); 12.吴三桂(Wu sangui)，护院武师(Hu yuan)，书桌(desk);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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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神灯(Lamps)，白虎神灯(Lampw)，玄武神灯(Lampn)，苍龙神灯(Lampe); 14.
石门(door); 15.檀木柜子(cabinet) 
【凌霄城地图】 
                                    内室84─花厅83─闺房85 
                                             │ 
  静 修 室 ─ 静 修 室                   西 厢 房 81 ─ 庭 院 80 ─ 东 厢 房

82                      伙房 
    │                                       │                                    │ 
  休息室  梁自进居所67    齐自勉居所70      小门79     成自学居所74  廖自

励居所76 饭堂78 
    │        │              │             │            │            │        │ 
  石板路66─石板路─────石板路68───-石板路71───石板路72──

─石板路75─石板路77 
    │        │              │             │            │            │        │ 
   茅 房        │             武 器 库 69         │           防 具 库

73        │      休息室 
              │                           练武场64                      │ 
    监狱62─石板路63                     ╱  │  ╲                    石板路65─
风火居 
              │                       ╱    │    ╲                    │ 
            石板路57──────-石板路58─石板路59─石板路60─────

石板路61 
              │                                                         │ 
              │                            后厅56                       │ 
              │                             │                          │ 
            石板路54─────侧廊52───凌霄大厅51───侧廊53-───

石板路55 
          ╱      ╲                         │                      ╱      ╲ 
    西角门46        石板路49───────冰街广场35─────-石板路

50        东角门48 
      │                      书房28         ↑                                  │ 
      │                    ╱               │                                  │ 
      │                 小 院       冰 雪 楼 33 ─ 冰 街 ─ 兵 器 铺

34                       │ 
    石板路45             │                  │                                石板路

47 
          ╲ 石作坊31   正厅27   小酒馆24    │       戏台37  药铺40 寿板铺

43╱ 
            ╲ │        │        │        │        │      │      │  ╱ 
              雪街29──雪街25──雪街22─冰雪路口21─雪街36─雪街39─
雪街42 
               │        │        │        │        │      │      │ 
             柴火店30 尚武书局26 山货店23    │       鞋店38  当铺41  卦馆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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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店二楼   │ 
                                     〓      │ 
                                    客栈19─冰街─天阁斋分店20 
                                             │                  城头16 
                                    土地庙─冰街17─小屋18     ╱ 
                                             │            城头15 
                                        ↗凌霄城楼9↖    ╱ 
          城头13─城头12─城头11─城头10←凌霄城门8→城头14 
                                             │                 小屋 
                                             │               ╱ 
                                           桥头6─一线索─桥头5─计氏马车分行86 
                                         ╱                │ 
                                     雪地7                雪地4 
                                      ↑                   ↑ 
                                      │                  雪坡         雪屋 
                                   ◎松林◎                ↑        ╱ 
                                      ↑                  雪关1─雪地3 
                                      │                ╱        │ 
                                     雪地2──雪坡←雪坡          │ 
                                                     ↑           │ 
                                                    雪坡-───→雪地＞(丐帮暗道) 
                                                     │ 
                                                   (赞普) 
1.孙中和(Xueshan dizi)，褚中我(Xueshan dizi); 2.狼(Wolf); 3.狼(Wolf); 4.狼
(Wolf); 5.石碑(shibei); 6.于中雪(Xueshan dizi)，吊桥(bridge); 7.狼(Wolf); 8.耿
万钟(Geng wanzhong)，刘中发(Xueshan dizi)，薛中雪(Xueshan dizi); 9.薛中功

(Xueshan dizi)，庄中胜(Xueshan dizi); 10.郭中杨(Xueshan dizi); 11.成中龙

(Xueshan dizi); 12.郭中隆(Xueshan dizi); 13.徐中同(Xueshan dizi); 14.陈中隆

(Xueshan dizi); 15.齐中有(Xueshan dizi); 16.赵中栋(Xueshan dizi); 17.褚万春

(Chu wanchun)，成中忠(Xueshan dizi); 18.吴中彦(Xueshan dizi); 19.店小二

(Xiao er); 20.郑万金(Zheng wanjin)，齐中城(Xueshan dizi); 21.柯万钧(Ke 
wanjun)，张中彦(Xueshan dizi)，郑中雄(Xueshan dizi); 22.褚中胜(Xueshan dizi)，
褚中城(Xueshan dizi); 23.钱中安(Xueshan dizi); 24.店小二(Xiao er); 25.王中志

(Xueshan dizi)，蒋中进(Xueshan dizi)，池中飞(Xueshan dizi); 26.贾万玉(Jia 
wanyu); 27.徐元文(Xu yuanwen); 28.瓷枕(zhen)，茶壶(hu)，自用砚铭(ming); 
29.郑中振(Xueshan dizi); 30.张中隆(Xueshan dizi); 31.黄中有(Xueshan dizi); 
32.于中志(Xueshan dizi); 33.店小二(Xiao er); 34.王铁匠(Wang tiejiang)，汪中

顺(Xueshan dizi)，白中志(Xueshan dizi); 35.花万紫(Hua wanzi)，廖中祥

(Xueshan dizi); 36.卫中高(Xueshan dizi)，崔中栋(Xueshan dizi); 37.杨中胜

(Xueshan dizi)，周中飞(Xueshan dizi); 38.郭中安(Xueshan dizi); 39.傅中有

(Xueshan dizi); 40.白中发 (Xueshan dizi); 41.小唐 (Xiao tang); 42.于中栋

(Xueshan dizi)，庄中克(Xueshan dizi)，丁中祥(Xueshan dizi); 43.店小二(Xiao er); 
44.算卦先生 (Suangua xiansheng); 45.于中志 (Xueshan dizi); 46.周中祥

(Xueshan dizi)，池中进(Xueshan dizi); 47.沈中雄(Xueshan dizi); 48.沈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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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shan dizi)，汪中隆(Xueshan dizi); 49.陈中益(Xueshan dizi); 50.庄中盛

(Xueshan dizi); 51.白万剑(Bai wanjian)，沈中益(Xueshan dizi)，丁中忠(Xueshan 
dizi)，古匾(bian); 52.孙中振(Xueshan dizi); 53.陈中隆(Xueshan dizi); 54.周中

昌(Xueshan dizi); 55.钱中祥(Xueshan dizi); 56.闻万夫(Wen wanfu)，吴中同

(Xueshan dizi); 57.陈中彦(Xueshan dizi); 58.傅中盛(Xueshan dizi); 59.李中凌

(Xueshan dizi)，冰柱(ice); 60.柯中我(Xueshan dizi); 61.廖中龙(Xueshan dizi); 
62.白自在(Bai zizai); 63.崔中有(Xueshan dizi); 64.封万里(Feng wanli); 65.耿中

顺(Xueshan dizi); 66.徐中足(Xueshan dizi); 67.梁自进(Liang zijin); 68.李中栋

(Xueshan dizi); 69.孙万年(Sun wannian); 70.齐自勉(Qi zimian); 71.呼延万善

(Huyan wanshan)，孙中祥(Xueshan dizi); 72.莫中亿(Xueshan dizi); 73.包万叶

(Bao wanye); 74.成自学(Cheng zixue); 75.赵中益(Xueshan dizi); 76.廖自砺

(Liao zili); 77.薛中振 (Xueshan dizi); 78.李万山 (Li wanshan); 79.薛中杨

(Xueshan dizi)，柯中安(Xueshan dizi); 80.汪万翼(Wang wanyi)，丁中霄(Xueshan 
dizi); 81.张中辉 (Xueshan dizi); 82.郭中安 (Xueshan dizi); 83.苏万虹 (Su 
wanhong)，屏风(pingfeng); 84.窈娘(Yao niang); 85.白阿绣(Bai axiu)，窗

(window); 86.招牌(paizi)，马车(che) 
【曲阜地图】 
                                 (黄河南岸) 
                                        ╲ 
                                        青石大道 
                                              ╲ 
                                              青石大道     (泰山) 
                                                    ╲    ╱ 
                                                    青石大道 
                                                       │ 
                                                     北城门5 
                                                       │ 
                                中原马车行 8 ─孔府 4 ─鼓楼大街  颜回

庙             石门寺7 
                                      │               │      │                 ∧ 
                 青石大道─西城门1─西大街  大成殿2   鼓楼─东门大街  青石

大道→石门山 
                 ╱                   │      ∧       │           ╱ 
           青石大道                 西大街─-孔庙-─鼓楼大街─东城门6 
           ╱                         │      │       │ 
     青石大道                       西大街─西大街─鼓楼大街 
     ╱                                                │ 
(淮北)                                               南城门3 
                                                       │ 
                                                    青石大道 
                                                       │ 
                                                    青石大道 
                                                       │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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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孔子像(xiang); 3.武将(Wu jiang)，官兵

(Guan bing); 4.孔翘(Kong qiao); 5.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6.武将

(Wu jiang)，官兵(Guan bing); 7.云游僧人(Yunyou sengren); 8.招牌(paizi)，马

车(che) 
【明教地图】 
 
                           紫微堂 
                             │ 
                 天微堂31─鹰王宫30─天市堂32 
                             │ 
    碧水潭畔29              武场 
       │                    │ 
    后山小路    明教密室33 碎石路 
       │        ∧    ┊    ↓ 
    后山小路    秘室   ┊  碎石路 
       │        ∧ ◎秘道◎ ↓ 
    后山小路    闺房   ┊  碎石路 
       │        │╭┄╯    ↓ 
     后花园──后花园28──后花园 
                 │ 
       休息室 明教大殿27 药品库 
         │      │╰圣火坛│ 
饭厅25─走廊──走廊24──走廊─练功房26 
                 │ 
        大院23─广场22 
                 ↑洪水坛21 
                 ││ 
      巨木坛18─山门17─烈火坛19 
                 ↑│ 
                 │锐金坛20 
                山路 
                 ↑ 
                山路 
                 ↑ 
       了望塔─半山门 
                 ↑ 
                石阶                     草棚16 
                    ╲                    │╰(丐帮暗道) 
              里屋12  石阶───────小胡同─小胡同15 
               │      │                 │ 
              农家11─小镇10─小木屋13  小破屋14 
                          ╲ 
                            大沙漠─◎大沙漠◎─沙漠边缘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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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柳山庄小路2─小路   小院8-─小院7─-小院9        (黄河北岸) 
                   ╲         │      │      │ 
                     ╲     西侧厅5─正厅4─东侧厅6 
                       ╲             │ 
                         ╲  西厢房─小院 
                           ╲         │ 
                             绿柳山庄大门4 
 
1.甘草(gancao); 2.野狗(Dog); 3.庄丁(Zhuang ding); 4.赵一伤(Zhao yishang)，
钱二败(Qian erbai)，孙三毁(Sun sanhui)，李四摧(Li sicui); 5.郑七灭(Zheng 
qimie)，王八衰(Wang bashuai); 6.周五输(Zhou wushu)，吴六破(Wu liupo); 7.
蝴蝶(Hu die)，蜜蜂(Bee); 8.蝴蝶(Hu die); 9.蝴蝶(Hu die); 10.阿善(A shan); 11.
农妇(Woman); 12.老婆婆(Old woman)，小孩(Kid); 13.老者(Lao zhe)，字画

(picture); 14.穷汉(Poor man); 15.男孩(Boy)，女孩(Girl); 16.小贩(Xiao fan)，小

洞(dong); 17.颜垣(Yan yuan)，厚土旗众(Qi zhong); 18.闻苍松(Wen cangsong)，
巨木旗众(Qi zhong); 19.辛然(Xin ran)，烈火旗众(Qi zhong); 20.庄铮(Zhuang 
zheng)，锐金旗众(Qi zhong); 21.唐洋(Tang yang)，洪水旗众(Qi zhong); 22.
杨逍(Yang xiao)，范遥(Fan yao); 23.彭莹玉(Peng yingyu)，张中(Zhang zhong)，
说不得(Shuo bude)，冷谦(Leng qian)，周颠(Zhou dian); 24.韦一笑(Wei yixiao)，
谢逊(Xie xun); 25.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麻辣豆

腐(Mala doufu); 26.木刀(Mu dao)，竹剑(Zhujian); 27.张无忌(Zhang wuji); 28.
小昭(Xiao zhao)，黄铜大水缸(Shui gang); 29.黛绮丝(Dai qisi); 30.殷天正(Yin 
tianzheng); 31.殷野王(Yin yewang); 32.李天垣(Li tianyuan); 33.骷髅(skeleton) 
【丝绸之路地图】 
(白驼)─◎大沙漠◎─嘉峪关1 
                          ╲ 
                            丝绸之路2─丝绸之路3 
                                     ╱        ╲ 
                      月儿泉5─鸣沙山4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黄河北

岸) 
                        │ 
                      莫高窟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石碑(shibei); 3.山(mount); 4.沙虫(Sha 
chong); 5.峭壁(cliff) 
【张家口地图】 
                          (蒙古东部) 
                                ╲ 
                                 官道 
                                  │ 
                                大境门5 
                                  │╰┄(绝情谷) 
                          酒家8─北市─后巷 
                                  │ 
             官道─西门1─西市2─广场─东市─东门3─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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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天字号房＜客店6─南市─客店7＞地字号房   ╲ 
        ╱                        │                       ╲ 
     官道                        南门4                      官道 
      │                          │                           ╲ 
      │            边塞马车行9─官道                            ╲ 
      │                          │                               ╲ 
      │ 官道──────────官道-───────────────官

道 
      │╱                                                             ╲ 
     官道                                                               (北京) 
    ╱ 
(晋阳)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皮货商人(Pihuo shangren); 3.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4.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5.武将(Wu jiang)，
官兵(Guan bing); 6.店小二(Xiao er)，牌子(paizi); 7.店小二(Xiao er)，牌子(paizi); 
8.店小二(Xiao er)，菜单(dan); 9.招牌(paizi)，马车(che) 
【晋阳城地图】 
                                                   (张家口) 
                                                    ╱ 
                                                雁门关 
                                                  ↑ 
                                                 官道 
                                                  ↑ 
                                                 官道 
                                                  │ 
                    城墙───城墙───城墙──怀德门16-───────城

墙─────────城墙────────城墙 
                     │                           │                                       
                     ╱ 
                     │        贫民窟3──── -怀德门大街──── -麻
市                                        城墙 
                     │         │                            ╱      ╲                 
                   ╱ 
                     │         │                          ╱ 泰宁寺9─小巷───

─小巷                  ╱          (北京) 
                    城 墙         │                        牛 市

8  ╱                   │                城墙   (日月)  ╱ 
                     │         │                      ╱    ╱                   泰山

庙17           ╱        ↑ 官道 
                     │         │                    ╱    ╱                       │  
           ╱          │╱ 
                     │     唐明镇北门 唐明镇东门─羊市─朝曦门大街─朝曦门

大街─朝曦门内街──朝曦门15─官道─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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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

墙        │   ╱           ╱                      ╱         │         ╱ 
                     │萧府1─唐明镇2           ╱                      ╱        庙
前广场18  ╱ 
                     │         │        南市10                      ╱   关帝庙20
╯│    城墙 
                     │      唐明镇南门      │         学馆 11 马车行 21
╱              广场  ╱ 
                     │         │         │       ╱      ╱    ╱               ╱ 
  ╱ 
                   金肃门4─金肃门内街──米市─东大街─东大街─东大街─

───东大街 城墙 
                  ╱ │                    │     │      │                    │    │ 
   ( 导师基地 ) ┄官道  城墙                    │    药铺 12 大风镖局

13             铁匠巷19│ 
              ╱     │                  南大街                                 │    │ 
           官道     城墙                   │                         地主家6 铁匠

巷  │ 
          ╱         │                    │                           │  ╱        │ 
       官道         城墙                 南大街─────铁匠巷5───铁匠巷

─晋阳府7 │ 
      ╱               ╲                  │                                         │ 
(黄河北岸)               城墙──城墙──开远门14────城墙─────城

墙─────城墙 
1.萧半和(Xiaobanhe); 2.来福(Dog); 3.书生(Shusheng); 4.武将(Wujiang)，官兵

(Guanbing); 5.小孩(Xiaohai); 6.地主老财(Dizhu); 7.冼克行(Xiankexing)，衙役

(Yayi); 8.小贩(Xiaofan); 9.庙祝(Miaozhu); 10.流氓(Liumang)，书店伙计; 11.卓
秀才 (Zhuoxiucai); 12. 郝巴 (Haoba) ，药铺伙计 (Yaopuhuoji); 13. 李大风

(Lidafeng); 14.武将 (Wujiang)，官兵 (Guanbing); 15.武将 (Wujiang)，官兵

(Guanbing); 16.武将(Wujiang)，官兵(Guanbing); 17.庙祝(Miaozhu); 18.庙祝

(Miaozhu); 19.小贩(Xiaofan); 20.功德箱(Gongde xiang); 21.招牌(paizi)，马车

(che) 
 
【神龙岛地图】 
            香堂                          地道 
             │                            ↓ 
   西厢房─潜龙堂32─东厢房               地道 
             │                            ┊ 
           仙福居                         内堂30                白龙堂26 
             │                            │                ╱        ╲ 
男 弟 子 住 所 ─ 平 台 31 ← ◎ 竹 林 ◎ ← 青 石 板 路 ─ 议 事 大 厅

29         ╱            ╲ 
             │                            ∧       黄龙堂24──-花园23-──青龙

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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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弟子住所                       长廊28      │     ╱   │   ╲     │ 
                                           │         │   ╱     │     ╲   │ 
                                练功房19  长廊27    黑龙堂21─五龙堂大门20─赤

龙堂22 
                                  │       │                 ╱ 
                         休息室─小厅──练武场17────-小道 
                                  │       │ 
                                 饭厅18   峰顶16 
                                           ↑ 
                                          山道←山路 
                                                 ↑ 
                                                山路15 
                                                 ↑ 
                                                山路14 
                                                 ↑ 
                                                山路13 
                                                 │ 
                                        山路12→山路 
                                         ↑                   神龙潭10 
                                        山路                    ∧ 
                                         │                    山洞 
                                        山路11   濯垢泉         ∧ 
                                         │        │          山洞 
                                        山路      山泉          ∧ 
                                         ↑        │╰┄┄┄┄深谷 
                                        山腰6     厨房9         ┊ 
                                         │ ╲     │           ┊ 
                                  石阶→石阶  ╲ 小回廊         ┊ 
                                   ↑           ╲ │           ┊ 
      海边小屋3                   石阶      卧室─客厅7─书房8┄╯ 
              ╲                   ↑ 
                海滩2─◎树林◎4─山脚─竹屋5 
                 │ 
                码头1 
                 ≈ 
               (北京) 
1.船夫(Chuan fu)，青衣弟子(Qingyi dizi)，黄衣弟子(Huangyi dizi); 2.瘦头陀

(Shou toutuo)，红衣弟子(Hongyi dizi); 3.沐剑屏(Mu jianping)，方怡(Fang yi); 4.
金环蛇(Jinhuan she)，眼镜蛇(Yanjing she)，尖吻蝮蛇(Jianwenfu she)，游蛇(You 
she)，蟒蛇(Mang she); 5.红衣弟子(Hongyi dizi)，黄衣弟子(Huangyi dizi); 6.白
衣弟子(Baiyi dizi); 7.陆夫人(Lu furen); 8.陆高轩(Lu gaoxuan)，竹门(men); 9.
紫蘭(Zi lan); 10.毒龙鞭(Dulong bian)，蟒蛇(Mang she)，尖吻蝮蛇(Jianwenfu 
she)，眼镜蛇(Yanjing she)，游蛇(You she)，金环蛇(Jinhuan she)，银环蛇

(Yinhuan she)，骷髅(Skeleton)，骸骨(Skeleton); 11.眼镜蛇(Yanjing s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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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蛇(You she)，金环蛇(Jinhuan she)，尖吻蝮蛇(Jianwenfu she); 13.银环蛇

(Yinhuan she)，锦蛇(Jin she)，眼镜蛇(Yanjing she); 14.银环蛇(Yinhuan she)，
尖吻蝮蛇(Jianwenfu she)，锦蛇(Jin she); 15.蟒蛇(Mang she)，尖吻蝮蛇

(Jianwenfu she)，银环蛇(Yinhuan she); 16.胖头陀(Pang toutuo)，红衣弟子

(Hongyi dizi)，石碣(stone); 17.黑衣弟子(Heiyi dizi); 18.神龙羹(Shenlong geng)，
松子糕(Songzi gao)，藕粉(Oufen); 19.白衣弟子(Baiyi dizi)，青衣弟子(Qingyi 
dizi)，铁匕首(Tie bishou)，长鞭(Chang bian); 20.黄衣弟子(Huangyi dizi)，红衣

弟子(Hongyi dizi); 21.张淡月(Zhang danyue)，黑衣弟子(Heiyi dizi); 22.无根道

长(Wugen daozhang)，红衣弟子(Hongyi dizi); 23.黑衣弟子(Heiyi dizi); 24.殷锦

(Yin jin)，黄衣弟子(Huangyi dizi); 25.许雪亭(Xu xueting)，青衣弟子(Qingyi dizi); 
26.白衣弟子(Baiyi dizi); 27.黄衣弟子(Huangyi dizi)，黑衣弟子(Heiyi dizi)，白衣

弟子(Baiyi dizi)，青衣弟子(Qingyi dizi); 28.红衣弟子(Hongyi dizi)，大匾(bian); 
29.黄衣弟子(Huangyi dizi)，红衣弟子(Hongyi dizi); 30.照明灯(light); 31.红衣弟

子(Hongyi dizi)，黄衣弟子(Huangyi dizi)，黑衣弟子(Heiyi dizi)，白衣弟子(Baiyi 
dizi)，青衣弟子(Qingyi dizi); 32.洪安通(Hong antong)，苏荃(Su quan) 
【信阳地图】 
                             (许昌) 
                               │ 
                              官道 
                               │ 
                              官道 
                               │ 
                              北门2 
                               │ 
                              北市 
                               │ 
(襄阳)           中原马车行5 镇淮桥 
     ╲              │        │ 
       官道─西门1─西市──-小广场─东市─东门4─官道─官道─官道 
                     │        │                          ╲     ╲ 
                   南湾湖──-南市                         金刚台  (扬州) 
                               │                            ↑ 
                              南门3                        汤泉池 
                               │ 
                             鸡公山 
                               ↑ 
                            鸡公山下 
                                 ╲ 
                                 小池镇 
                                   │ 
                               (长江北岸)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3.武
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4.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5.招牌

(paizi)，马车(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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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地图－西湖】 
                                  保俶塔 
                                    │ 
                                  段家桥─(钱塘门) 
                                ╱≈│ ≈ 
                          孤山路 断桥残雪 ≈ 
                        ╱ ≈ 北 ≈ ╱ ≈≈ 
          跨虹桥─孤山路 ≈ 里 ≈白堤 ≈ ≈≈ 
            │      │~≈ 湖 ≈~╱ ≈≈ ≈ 
            │    西泠桥  平湖秋月1 ≈≈ ≈ 
            │  ≈    ╲≈  ╱  ≈ ≈ ≈≈ 
曲院风荷┄苏公堤2 ≈    孤山 ≈≈≈ ≈ ≈≈ 
              ╲  (梅庄)╯ ≈ ≈ 西湖 ≈ ≈ 
                ╲  ≈  ≈≈  ≈≈ ≈≈ ≈ 
        花港观鱼┄苏公堤─西湖岸边3┄(红花会) ≈ 
       ≈ ≈≈ ≈   │   ≈≈ ≈≈ ≈ ≈≈ 
     ≈ ≈西里湖┄苏公堤    ≈≈ ≈≈ ≈    (清波门) 
      ≈ ≈≈ ≈≈      ╲                 ╱ 
          ≈≈            净慈报恩寺4─长桥 
1.游人(You ren); 2.游人(You ren); 3.小船(boat); 4.游人(You ren) 
【临安地图】 
                                    (应天府) 
                                   ╱ 
                             青石官道 
                                │ 
                             青石官道＞[捧日卫驻地] 
                                │ 
                [军器监作坊]┄余杭门23┄[城北兵站] 
                                │ 
                     景灵宫22─御街───常平仓24-──绸缎庄25───北大街 
                                │                                    │ 
                                │                  后宅              │ 
                                │计氏马车分行21     │     仙林寺─北大街 
        [马厩]                  │     │   左厢房─大厅26─右厢房    │ 
          │         祚德庙19─御街─明庆寺36        │               │ 
        [ 马 场 ]                  │      │            花

厅              │                                 [刑部大牢]  (泉州) 
          │                     │     客店20         ∧      文思院─北大

街       [步军都驻地]                ┊      ╱ 
     [ 马 军 都 驻 地 ] 玩 家 当 铺        │ [ 国 子 监 ] 岳 王 府  韩 王 府 大

门          │   打铁铺34   ┊                    山路─山路 
          ┊         │           │ ╱ [ 武 学 院 ] ╮

│     │               │      │      ┊                   ╱ 
(西湖)─钱塘门1─-西大街───大理寺3───东大街─东大街─众安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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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街─东大街─东青门5─青石官道─山路 
                    │  [ 内 厅 ]   ∨

╲                 │                       │                           ╲ 
                  荣宝斋2│     │ │              下瓦子＞────-╮       榷
场35                          [天武卫驻地] 
             [宗卷室]＜[大厅]   │ │                               ∨       ╱ 
                         │     │ │                   怡红馆27─下瓦子─点心铺

28 
                      [风波亭]＜╯ │                            ╱ │  ╲ 
      内宅10             │        │                酒家二楼30╱江南钱庄32杂货

铺31 
       │              [监狱]       ╲                   〓  ╱     │ 
      小院         临安府7────八字桥6-──────中和楼29   江南金店

33 
       ∧            │╰临安府大堂8│   ╲╰┄[太常寺] 
      院门9          │             │     [太医局] 
       │            │             │ 
      湖畔           │   [司农寺]  │  [将做监] 
          ╲         │          ╲ │ ╱ 
[神卫驻地]┄清波门─西街─────-御街─雄武营11 
          ╱         │          ╱ │ ╲ 
     (西湖)        城隍庙 [太府寺]  │  [军器监]─[军器监库房] 
                                    │ 
                         住宅区     │ 
                           │       │ 
                         孝仁坊14─御街12─都亭驿13 
                           │       │ 
  (提督府)─炮仗店内室─兴隆炮仗店15│ 
                                    │ 
             [四祖庙]─[太庙]       │ 
             [瑞石山]←╯│         │ 
                ┊ [玉牒所宗正寺]   │ 
                ┊       ┊         │╭[六部] 
        凤凰山顶┊    西北宫墙──和宁门16─东北宫墙 
              〓┊  ╱   │         │         │ 
              凤凰山     │       (皇城)       │ 
                    ╲   │         │         │ 
                      西南宫墙──丽正门17─东南宫墙 
                [殿前都都指挥使司]╯│ 
                        (提督府)─嘉会门18┄[军屯] 
                                    ↓  ╲ 
                       (老林尽头)←山路   ╲     [水师造船厂] 
                                    ┊      ╲        │ 
                                  [深山]      ╲  [水师驻地]─[钱塘江边]─[钱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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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口] 
                                                ╲          ╱ 
                           [都水监]   [龙卫驻地]  [钱塘江边] 
                              │          │    ╱ 
                          [钱塘江边]─[钱塘江边] 
1.武将(Wu jiang)，大宋官兵(Guan bing); 2.刘老板(Liu laoban); 3.官差(Guan 
chai); 4.卖艺人(Maiyi ren); 5.武将(Wu jiang)，大宋官兵(Guan bing); 6.卖艺人

(Maiyi ren)，看客(Kan ke); 7.衙役(Ya yi); 8.临安府尹(Fu yin); 9.家丁(Jia ding); 
10.马善均(Ma shanjun); 11.雄武营甲士(Jia shi); 12.官差(Guan chai); 13.驿丞

(Yi cheng); 14.坊丁(Fang ding); 15.王兴隆(Wang xinglong); 16.禁军战士

(Jinjun zhanshi); 17.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 18.武将(Wu jiang)，大宋官兵

(Guan bing); 19.裴老板(Pei)，牌子(paizi); 20.伙计(Huo ji); 21.招牌(paizi)，马

车(che); 22.小黄门(Xiao huangmen); 23.武将(Wu jiang)，大宋官兵(Guan bing); 
24.看守(Kan shou); 25.马三(Ma san); 26.韩世忠(Han shizhong); 27.小欢(Xiao 
huan); 28.胖嫂(Pang sao); 29.店小二(Xiao er); 30.酒客(Jiu ke); 31.聂老板(Nie); 
32.金乞儿(Jin qier); 33.告示(notice); 34.铁匠(Tie jiang)，伙计(Huo ji)，熔炉

(Rong lu); 35.牌子(paizi); 36.古董店掌柜(Gudong zhanggui) 
[]内房间为大宋专用 
【临安地图－国子监、武学院】 
一排一座─一排二座─────一排三座─一排四座 
   │        │   ╲      ╱   │        │ 
二排一座─二排二座─考官席─二排三座─二排四座 
   │        │       │       │        │ 
三排一座─三排二座─考官席─三排三座─三排四座 
   │        │   ╱  ∧  ╲   │        │ 
四排一座─四排二座─────四排三座─四排四座 
                   考场前院                     武学院官厅 
                      │                            │ 
                  国子监内堂          西演武场─武学院广场─东演武场 
                      ∧                            ∧ 
                  国子监大门                    武学院大门 
                ╱                                        ╲ 
         (大理寺)                                          (东大街) 
【临安地图－六部总图】 
                   中书门下后省                         (步军都指挥使司)─青石街 
                        │                                                  │ 
  (谏院)─青石街───青石街───-青石街───青石街   (马军都指挥使司)
─青石街─(三司使) 
            │                                   │                         │ 
            │     (门下省) (尚书省) (中书省)  青石街            (枢密院)   │ 
            │        │       │       │       │                 │      │ 
(御史台)─青石街──青石街─-青石街─-青石街─六部桥北──────青石

街─青石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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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部桥西──────────────-(和宁门)─六部桥东─(兵
部)    │ 
                                                 │                 │      │ 
                                      (工部)     │                 │      │ 
                                        │       │                 │      │ 
                              (刑部)─青石街─六部桥南──────青石街─(户
部) 
                                                 │ 
                                       (吏部)─青石街─(礼部) 
【临安地图－六部详图】 
                                政事堂值房 
                                    │ 
                       政事堂值房─走廊─政事堂值房 
                                    │ 
                       政事堂值房─走廊─政事堂值房                         值
房          值房 
                                    │                                       │            
│ 
               假山    政事堂值房─走廊─政事堂值房      水池               过
道─小客厅─过道 
                │                  │                    │                 │     │   
  │ 
门下省值房─门下省官厅─门下值房  政事堂  中书省值房─中书省官厅─中书

值房  值房    │    值房 
                │                  │                    │                        │ 
               竹林        三班院─花厅─审官院          小桥                值房

─官厅─小官厅 
                ∧                  ∧                    ∧                        ∧ 
          门下省衙门大门       尚书省衙门大门         中书省衙门大

门              枢密院大门 
                │                  │                    │                        │ 
             (青石街)            (青石街)              (青石街)                  (青
石街)                    值房 
                                                                                            
                  │ 
   御 史 台 ─ ( 青 石

街)                                                                                    值
房─过道─值房 
     │                                                                                     
                  │ 
    大堂   厅堂─谏院大厅─厅堂            正厅                       正
厅                              度支司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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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厅          谏院─(青石街)  偏厅─演武场─偏厅        偏厅─演武场─

偏厅  (青石街)─三司使大门＞内厅─小客厅 
     │                                   ∧                        ∧                     
            │     │ 
  御史台狱                          步军都指挥使司─(青石街)  马军都指挥使司

─(青石街)               盐铁司  值房 
度 支 司 衙 门  户 部 库 房             工 部 侍 郎 值 房  工 部 尚 书 值

房                       兵部尚书值房 兵部侍郎值房 
          ╲  │                            ╲   │                                 │  
 ╱ 
金部司衙门─-庭院-─户部尚书值房     工部大门＞ 庭院                    兵部

大门＞ 庭院 
          ╱  ∧  ╲                        ╱   │   ╲                       ╱   │ 
  ╲ 
仓部司衙门 户部大门 户部侍郎值房  屯田司衙门 虞部司衙门 水部司衙门  职
方司衙门  驾部司衙门  库部司衙门 
                      都官司衙门  吏部侍郎值房          司封司衙门  祠部司衙

门          礼部侍郎值房 
                    ╱                        ╲      ╱                      ╲      ╱ 
刑部尚书值房─-庭院-─比部司衙门  吏部尚书值房─-庭院-─考功司衙门  膳
部司衙门─-庭院-─礼部尚书值房 
            ╱  ∧  ╲                            ∧  ╲                      ╱  ∧ 
刑部侍郎值房 刑部大门 司门司衙门               吏部大门 司勋司衙门  主客

司衙门 礼部大门 
【临安地图－皇城】 
          [捧日卫指挥使司]   (和宁门)   [龙卫指挥使司] 
                          ╲    │    ╱ 
                            和宁门瓮城1＞[殿前都驻地] 
                          ╱    │    ╲ 
          [天武卫指挥使司]      │      [神卫指挥使司] 
                                │╭后堂2 
                      御药房4 学士院  御厨5 
                            ╲  │  ╱[翰林书画院]─[大厅]─[翰林天文院] 
                               御道3＞┄┄┄┄┄┄┄┄╯ 
                            ╱  │  ╲ 
                      造作所6   │    御酒库7 
                                │╭庆瑞殿内13 
管勾往来国信所8─合同凭由司9─庆瑞殿10─内东门司11─军头引见司12 
                                │ 
                         花圃─御道14─竹林 
                                │ 
                              坤宁宫15＞坤宁宫内16 
                                │ 
                               御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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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宁宫内20 
                      小花园─福宁宫18─御书房19 
                                │ 
                              崇政殿＞崇政殿内21 
                                │ 
                              勤政殿22＞勤政殿内23 
                                │ 
                               御道24 
                                │ 
        垂拱殿内25＜垂拱殿26─延和殿27─端诚殿28＞端诚殿内29 
                        ╲      │      ╱ 
                          ╲   御道30 ╱ 
                            ╲  │  ╱ 
                        莲池─大庆殿31＞大庆殿内32 
                         │     │ 
                        假山─-御道33─御道34─太子宫门＞太子寝宫35 
                                │ 
                             (丽正门) 
1.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 2.翰林学士; 3.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 4.太医

(Tai yi)，提举御药院; 5.御厨(Yu chu); 6.勾管后苑造作所; 7.小黄门(Xiao 
huangmen); 8.勾管往来国信; 9.勾管合同凭由司; 10.殿前都都虞候; 11.勾管内

东门司; 12.勾管军头引见司; 13.小黄门(Xiao huangmen); 14.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 15.禁军战士 (Jinjun zhanshi); 16.宫女 (Gong nv)，小黄门 (Xiao 
huangmen); 17.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 18.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殿前都

都虞候; 19.小黄门(Xiao huangmen); 20.赵昀(Zhao yun)，宫女(Gong nv)，小黄

门(Xiao huangmen); 21.崇政殿说书，小黄门(Xiao huangmen); 22.殿前都都虞

候; 23.小黄门(Xiao huangmen); 24.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 25.小黄门(Xiao 
huangmen); 26.殿前都都虞候; 27.殿前都都虞候; 28.殿前都都虞候; 29.小黄门

(Xiao huangmen); 30.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 31.殿前都都虞候; 32.殿中侍御

史，小黄门(Xiao huangmen); 33.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 34.禁军战士(Jinjun 
zhanshi); 35.太子宾客 
【临安地图－提督府】 
                          小径─(炮仗店内室) 
                        ╱ 
                    小径 
                     │ 
                    小径 
                  ╱ 
        提督府后门9 
            ∨ 
士兵卫房5─小道─士兵卫房6 
            │ 
           小道          卧房─走廊      客房      士兵卫房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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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牢8  ◎花园◎─花园─内宅  正厅4─提督府大道─提督府大道─提督府正

门1─(嘉会门) 
   │       │            │    │        │          │ 
  地牢7＜地牢大门        卧房─走廊      客房      士兵卫房3 
1.绿营清兵(Qing bing); 2.绿营清兵(Qing bing); 3.绿营清兵(Qing bing); 4.李可

秀(Li kexiu)，绿营清兵(Qing bing); 5.绿营会众(Lvying huizhong); 6.绿营清兵

(Qing bing); 7.张召重(Zhang zhaozhong); 8.文泰来(Wen tailai); 9.绿营清兵

(Qing bing) 
【临安地图－红花会】 
       走廊─走廊   厢房         门卫房3 
        │    │     │            │ 
书房8─花园  正厅7─前厅6─走廊5─小院2─杭州分舵大门1─◎竹林◎─湖

心岛岸边≈(西湖岸边) 
        │    │     │            │ 
       走廊─走廊   厢房         门卫房4 
1.红花会众(Honghua huizhong); 2.蒋四根(Jiang sigen)，余鱼同(Yu yutong); 3.
章进(Zhang jin); 4.石双英(Shi shuangying); 5.杨成协(Yang chengxie)，卫春华

(Wei chunhua); 6.常赫志(Chang hezhi)，常伯志(Chang bozhi); 7.无尘道长

(Wuchen daozhang)，赵半山(Zhao banshan)，徐天宏(Xu tianhong)，骆冰(Luo 
bing)，对联(duilian)，木牌(mupai); 8.陈家洛(Chen jialuo)，心砚(Xin yan) 
【梅庄地图】 
             地牢10 
              ∧ 
             地道9 
              │ 
             地道 
              │ 
             地道 
              ∧ 
             内室8 
              │ 
             琴室7 
              │ 
      棋室5─小院─书室6 
              │ 
酒室4─回廊─客厅3 
              │ 
     客房─梅庄天井─厨房2 
              ┊ 
           孤山梅庄1 
              │ 
            (杭州) 
1.大门(gate); 2.菠菜粉条(Bocai fentiao)，麻辣豆腐(Mala doufu)，琉璃茄子(Liuli 
qiezi); 3.丁坚(Ding jian)，画(drawing)，丹青生(Danqing sheng); 4.百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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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cao jiu)，葡萄酒(Putao jiu)，竹叶青(Zhuye qing)，汾酒(Fen jiu); 5.黑白子

(Heibai zi); 6.秃笔翁(Tubi weng); 7.黄钟公(Huangzhong gong); 8.铁琴(Tie qin)，
床(chuang)，几(table); 9.铁门(gate); 10.任我行(Ren woxing)，榻(bed) 
 
【闽南地图】 
                                         (泉州) 
                                              ╲ 
                                               山路 
                       密室房梁11                 ╲ 
                          〓                       山路 
                         密室10  ╭┄老宅后院8      ↑ 
                          ∧     〓     │         山路 
                         密道9＜井中 向阳老宅7      │         正厅6 
                                 〓     ∧         北门4        │ 
                                井底  向阳巷        │       福威镖局5 
                                        │ 茶馆3─北大街─大树下│ 
                                        │          │          │ 
                         小路─西门2─西大街───城中心───东大街──福

州港 
                        ╱              │          │          │ 
                     小路             无相庵───南大街      福州港 
                    ╱                              │ 
                 北门                              海边 
                  │ 
计氏马车分行1─中心广场 
                  │ 
                 南门 
                ╱ 
             山路 
            ╱ 
         山路 
        ╱ 
   (泉州) 
1.招牌(paizi)，马车(che); 2.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3.茶博士(Cha 
boshi); 4.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5.林平之(Lin pingzhi)，镖头(Biao 
tou); 6.林震南(Lin zhennan); 7.门(men); 8.井台(tai)，门(men); 9.铁板(tieban); 
10.砖头(zhuan)，房梁(liang)，铁箱(Tie xiang); 11.毒蛇(Snake)，袈裟(Jia sha) 
【慕容地图】 
                   私塾21─练武场20─休息室        听香水榭7─小路 
                             │                       │       │ 
          内室16   膳房19─练武场18─兵器房          厨房8    小路─农舍 
           │                │                                │ 
    书房─客厅15      小道─小道─小道─花园17─密室28  农舍─小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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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房14─庭院─小道        观星台30←还施水阁29                    小路─小

路 
           │                                                     ╱       │ 
  厢房──庭院12─厢房13                                    钓鱼台        小路─

码头6 
   │      │      │                                                            ┊ 
  厢房11─庭院──厢房           ╭┄┄┄┄┄┄┄┄┄┄┄┄┄┄┄┄┄┄

┄┄┬┄┄╯ 
           │                    ┊                 小路──小路 听雨居4   ┊ 
       燕子坞大门                ┊                  │╲  ╱│    │╰┄-小船5 
           │                    ┊                  │ 小路 │   小路     ┊    (苏
州) 
          大道                   ┊                  │╱  ╲│    │      ┊      │ 
           │                    ┊                 小路──小路┄小路     ┊     湖
边1 
  荷塘10─大道                   ┊                                │      ┊      ┊ 
   │      │                    ┊           小路──小路────小路──码头2
┄┄╯ 
  农舍──大道                   ┊            │      │          │      ┊ 
           │                    ┊   绣房─琴韵小居3 农舍─农舍 太湖码头31┊ 
          大道─码头9┄┄┄┄┄┄╯                                        ┊ 
                                                                           ┊ 
                竹林─茶花地─茶花地        小桥─小路─小路─◎茶花林◎─

码头22 
              ╱                    ╲       │                   │ 
  石室25─小路                        小路─小路            红霞阁╯ 
              ╲                    ╱ 
                小路23─小路──小路 
                 │              │ 
               工具房26  内室─云锦阁24 
                                 │ 
                              琅镮福地27 
1.绿衣女郎(Girl)，小船(boat); 2.小船(boat)，水桩(zhuang); 3.阿碧(A bi); 4.瑶
琴(qin); 5.岸(bank)，浆(jiang); 6.小船(boat)，水桩(zhuang); 7.阿朱(A zhu); 8.
老顾(Lao gu); 9.小船(boat); 10.莲蓬(lianpeng); 11.婢女(Bi nu); 12.公冶乾

(Gongye qian); 13.婢女(Bi nu); 14.老仆(Lao pu); 15.邓百川(Deng baichuan); 
16.丫鬟(Ya huan); 17.木桩(zhuang)，花草(huacao); 18.包不同(Bao butong)，
庄丁(Zhuang ding); 19.琉璃茄子(Liuli qiezi)，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清水葫

芦(Qingshui hulu); 20.风波恶(Feng boe)，庄丁(Zhuang ding); 21.书生(Shu 
sheng)，小童(Xiao tong); 22.小船(boat); 23.门(gate); 24.王夫人(Wang furen)，
丫鬟(Ya huan); 25.严妈妈(Yan mama); 26.花种(Hua zhong)，锄头(Chu tou); 27.
燕翎刀(Yanling dao); 28.慕容博(Murong bo); 29.斗转星移图谱(Douzhuan 
xingyi); 30.木桩(zhuang); 31.景色(view)，小船(boat) 
【泉州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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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 
                      │ 
                     山路─(岳王墓) 
                   ╱ │ ╲ 
              (杭州)  │  (福州) 
              (南昌)  │ 
                   ╲ │ 
                   武夷山路             (闽南) 
        计氏马车分行13│               ╱ 
曾宅14─曾井铺 │  泉州北门 泉州当铺8╱  北码头11 
             ╲│     │       │  ╱      │ 
     杂货铺2─西街─城中心1─泉州港7←─泉州码头10 
               │     │       │          │ 
         巨鲸帮总舵3 南门4    大帐9      南码头12≈(海底捞) 
                      │ 
                   南海海滨5─大海边6≈(冰火岛) 
                      ≈ 
                   (侠客岛) 
 
1.陈小二(Xiao fan); 2.陈阿婆(Chen apo); 3.巨鲸帮帮主(jujing bangzhu)，巨鲸

帮帮众(Bang zhong); 4.远方(yuanfang); 5.黄衣大汉(dahan); 6.冰山(iceboat); 7.
男孩(Boy)，女孩(Girl); 8.王福贵(Wang fugui); 9.戚继光(Qi jiguang)，戚家军千

总(Qian zong); 10.大海(dahai); 11.浪人头目(Langren tou)，倭寇(Wo kou); 12.
老船家(Chuan jia); 13.招牌(paizi)马车(che); 14.曾从龙(Zeng conglong) 
【岳王墓地图】 
                                   墓后空地10 
                                 ╱   〓 
                               ╱  挖的地道 
                             ╱       〓 
                           ╱      挖的地道 
                         ╱           〓 
                 墓边小道          挖的地道 
                         ╲           〓 
                         岳飞墓9   挖的地道 
                           │         〓 
                           │      挖的地道 
                           │         〓 
                        墓前广场8  挖的地道 
                           │         〓 
                           │      岳王冢11 
                           │ 
        枪铺1           墓前小道4─亭前小道─亭前小道5─碎石路6─风波亭7 
         │           ╱ 
        小道─墓前小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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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泉州)─小道   忘忧亭3 
1.杨老板(Yang tiejiang); 2.忧国志士(Baixing); 3.对联(duilian); 4.忧国志士

(Baixing)，麻雀(Maque); 5.盗墓高手(Daomu gaoshou); 6.大内高手(Danei 
gaoshou); 7.秦桧(Qin hui)，尸体(Corpse); 8.包打听(Bao dating); 9.凭吊者

(Baixing); 10.麻雀(Maque); 11.墙壁(Watch)，棺材(Coffin) 
【嘉兴地图】 
                                         山洞17 
                                          ┊ 
   (应天府)                             虎跳峡15 
      │                                  ↑  ╲ 
    太湖边  (慕容)                     杂草森林 挂剑祠16 
          ╲  ┊                          ↑ 
            太湖边18           蛇窟13─无名谷底12─荒谷14─(桃花岛) 
                  ╲                      │ 
                    山路  (苏州) 嘉兴钱庄9│ 
                     ↑     │          │↓ 
                    山路─嘉兴城7──-嘉兴南湖8─钱塘江口＞海中 
                            │           │   ╲ 
太湖码头20               嘉兴南门1──-铁枪庙6  ╲           (牙山) 
        ╲             ╱   │           │       ╲        ╱ 
柳树林 2 ┄河岸─乡间小径    ( 泉州 )    计氏马车分行 19  嘉兴南湖

10           宴客厅 
             ╱                                        │                  ∧ 
         树林─坟墓3                                   │烟雨楼二楼21＞宴客厅门

厅 
          │                                           │  〓 
        陆家庄＞天井4＞大厅5                         烟雨楼11 
                        │ 
                       後院 
1.柯镇恶(Ke zhene); 2.怪人(Guai ren); 3.武三通(Wu santong); 4.阿根(Pu ren); 
5.陆立鼎(Lu liding); 6.乌鸦(Wuya); 7.张阿生(Zhang asheng); 8.李莫愁(Li 
mochou); 9.包方圆(Bao fangyuan); 10.全金发(Quan jinfa); 11.朱聪(Zhu cong)，
韩宝驹(Han baoju)，南希仁(Nan xiren)，韩小莹(Han xiaoying)，店小二(Xiao er); 
12.丑雕(Chou diao); 13.毒蛇(Snake); 14.武修文(Wu xiuwen)，武敦儒(Wu 
dunru); 15.渔夫(Yu fu)，小河(river)，山洞(hole); 16.鱼(fish); 17.玄铁剑(sword); 
18.钓鱼老翁(Diaoyu laoweng); 19.招牌(paizi)，马车(che); 20.小船(boat)，太湖

景色(view); 21.张老板(Zhang laoban) 
本帖最后由 alucar 于 2013-1-24 10:47 AM 编辑  
【牙山湾地图】 
                                    牙山米行        兵营10       兵营6 
                                       │            │           │ 
                                       │ 兵营8─牙山湾北路─兵营9│         兵营

7      广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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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牙山西)─牙山湾西口1─牙山湾西路─牙山湾西路──牙山湾中心2─牙山湾

东路─牙山湾东路3─海边基地4 
                           │          │            │                                   
∨ 
                      计氏马车分行 14   │杂货铺─牙山湾南路 11─海

滩                     济远号 
                                       │            │ 
                                      旧屋5          │    临■楼二楼 
                                                     │        〓 
                                         破屋12─牙山湾南路─临■楼 
                                                     │ 
                                                   小荒地13 
1.清兵(Qing bing); 2.穷小贩(Xiao fan); 3.莫中顺(Xueshan dizi); 4.虞中栋

(Xueshan dizi)，齐中足(Xueshan dizi)，广乙，济远; 5.于中雪(Xueshan dizi); 6.
清兵(Qing bing); 7.清兵(Qing bing); 8.清兵(Qing bing); 9.清兵(Qing bing); 10.
清兵(Qing bing); 11.丁中我(Xueshan dizi); 12.郑中亿(Xueshan dizi); 13.黄毛鬼

(Huangmao gui); 14.招牌(paizi)，马车(che) 
【牙山西地图】 
                         驿道1─西驿道2─西驿道3─西驿道4─(牙山湾) 
                       ╱ 
                   驿道 
                 ╱ 
       驿道─驿道 
     ╱ 
(嘉兴) 
1.王中添(Xueshan dizi); 2.成中祥(Xueshan dizi); 3.清兵(Qing bing); 4.廖中隆

(Xueshan dizi)  
【桃花岛地图】 
                       小木屋8 
                         ∧ 
       观海石  两忘峰←清啸亭7  赏月台11─休息室 
     ↗          ↑                         │ 
试剑峰6 ←───岩壁──竹林─岩壁─大厅9─走廊─饭厅10 
                         │                 │ 
                         │        练习室─走廊─练习室 
                         │                 │ 
                         │               练习室 
                         │ 
                        竹林──竹林─荷塘─书房5 
                         │      │ 
        山洞15         积翠亭4─竹林─竹林─竹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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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洞14          草地     │    │ 
         ∧              │      │   竹林 
        山壁13          草地──草地   │ 
         │              ↑  ╲  │    │ 
        墓地12          山路    草地─草地 
            ╲           ↑ 
              ◎桃林◎  山路 
                      ╲ ↑ 
                        桃林 
                         │ 
                        桃林 
                         │ 
                        海港3 
                         ≈ 
                        海岸2 
                         │ 
(嘉兴)─金鸡亭1─黑祠─五里街 
                         │ 
                       五里街 
                         │ 
                       五里街 
                             ╲ 
                               黄厝 
1.老者(Lao zhe); 2.船夫(Chuan fu)，大海(sea)，白雕(diao)，小木船(boat); 3.
白雕(diao)，小木船(boat); 4.傻姑(Sha gu); 5.郭芙(Guo fu)，书架(shelf)，书

(book); 6.玉石子(Shi zi); 7.小木屋(house); 8.黄蓉(Huang rong)，郭靖(Guo jing); 
9.黄药师(Huang yaoshi); 10.哑仆(Yapu)，好逑汤(Haoqiu tang)，银丝卷(Yin si)，
肥鸭(Fei ya)，熏田鸡(Tian ji)，牡丹茶(Mudan cha)，桌子(table)，椅子(chair)，
窗子(window); 11.程英(Cheng ying); 12.墓碑(bei); 13.山洞(hole); 14.小坑

(keng)，柳枝(branch)，木门(door); 15.周伯通(Zhou botong) 
【苏州城地图】 
                                    (城北) 
                                      │ 
                                     北门29 
                                      │ 
                          紫金庵27─北大街─春在楼29 
                                      │  客店二楼＞客店二楼 
                                      │     〓 
                            马厩25─北大街─客店26─计氏马车分行 
                              │  ╱  │    昌隆镖局30 胡同18─胡同19 
             运河码头       戏园子24  │擂台前  │   ╱            ╲ 
                     ╲               │ 广场─胡同17                ╲ 
                 书场13╲苏州府衙11 沧浪亭14    │                     ╲  立春

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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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城西)─西门20─西大街──西大街      │      东大街15─────────

─-东大街─东门23─(城东) 
                  │        │   ╲   │   ╱   │                           │ 
                杂货铺12   兵营10   宝带桥9   宝和记16                     打铁

铺21 
                                      │ 
                                      │    茶馆6   揖峰指柏轩 
                                      │  ╱      ╱ 
                           聚宝斋4─南大街─狮子林─燕誉堂7 
                                  ╱  │      ┊          ╲ 
                             书院5    │  (导师基地)        真趣亭─问梅阁8 
                                      │                              │ 
           古木交诃─荷花厅─留园2─南大街─听雨轩                  立雪堂 
         ╱                           │ 
     池塘3                           南门1 
                                      │ 
                                    (城南)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苏州女孩(Girl); 3.苏州女孩(Girl); 4.孙剥

皮(Sun baopi); 5.老夫子(Lao fuzi); 6.苏州少女(Girl); 7.丫环(Ya huan); 8.婢女

(Bi nu); 9.小贩(Seller); 10.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1.冯正东(Feng 
zhengdong)，甄有庆(Zhen youqing)，衙役(Ya yi); 12.老渠(Lao qu); 13.公子哥

(Gongzi); 14.楹联(lian); 15.小孩(Kid); 16.王合计(Wang heji); 17.流氓(Liu 
mang); 18.流氓头(Liumang tou)，流氓(Liu mang); 19.流氓(Liu mang); 20.武将

(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1.杨铁匠(Yang tiejiang); 22.无嗔大师(Wuchen 
dashi)，药铺伙计(Yaopu huoji); 23.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4.管事

(Guan shi)，票友(Piao you); 25.马夫(Ma fu); 26.店小二(Xiao er); 27.尼姑(Ni gu)，
慈善箱(Cishang xiang); 28.店小二(Xiao er); 29.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30.左二把(Zuo erba); 31.招牌(paizi)，马车(che) 
【苏州城外地图】 
                                                                                         (长
江南岸) 
                                                                                        ╱ 
                                                             (镇江府)           青石官

道 
                                                                    ╲        ╱ 
                                                             (义兴县) 青石官道 
                                                                    ╲   │ 
                                                                      青石官道 
                                                                    ╱ 
                                         (应天府)           青石官道 
                                                ╲        ╱ 
                                                  青石官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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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石官道 
                                                          ╲ 
                                                    孙武亭  青石官道 
                                                      │       │ 
                                             枕石7  真娘墓  青石官道 
                                              │  ╱      ╱   │ 
                   铁岭关2                  试剑石6 虎丘山3    │ 
                     │                   ↗  │      │       │ 
                    枫桥  憨憨泉←万景山庄5-─│──头门山4    │ 
                     ∨                       │               │ 
   (归云庄)  正殿─寒拾殿           致爽阁9   │    白莲池8    │ 
    ╱        ∧                          ╲  │      │       │ 
太 湖 湖 边     寒 山 寺                           千 人 石 ─ 二 仙

亭     │                             山谷14 
        ╲        ╲                                           │                         
     ↓ 
太湖码头─太湖湖边─青石官道1-──青石官道──青石官道───(苏州城)
─山路10─山路11─山路12→山坡13 
                       │                                      │ 
                     (慕容)                                 青石官道 
                                                               │ 
                                                             (嘉兴) 
1.崔百全(Cui baiquan)，过彦之(Guo yanzhi); 2.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3.大树干(Shuzhi); 4.剑客(Jian ke); 5.刀客(Dao ke); 6.剑客(Jian ke); 7.游方和尚

(Seng ren); 8.苏州少女(Girl); 9.苏州女孩(Girl); 10.花(Flower); 11.花(Flower); 
12.花(Flower); 13.白猿(Bai yuan); 14.阿青(A qing)，七心海棠(Qixin haitang) 
【归云庄地图】 
                    仆人住地14 
                       │ 
  练功房17─练功房16─走廊13─饭厅12 
                       │      │ 
                      柴房15  走廊10─休息室11                         树林子 桃
树24  假山洞26 
                               │                                      ╱     ╲ 
〓       ∧ 
        密林4─归云亭3─走廊─大厅5─走廊18─归云馆19─后花园20─桃花

林22──桃花林23─假山25─桃花林 
                 ↑            │                        │           ╲    ╱          
│       ┊ 
                石阶 炼丹房7─走廊6─马房8             后花园21        树林

子          池塘┄┄┄╯ 
                 ↑            │ 
                石阶2         书房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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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湖街)─归云庄大门1 
1.归云庄武士(Wu shi)，对联(lian); 2.王铁(Wang tie); 3.陆冠英(Lu guanying)，
王德 (Wang de)，陈叁 (Chen san); 4.曲灵风 (Quling feng); 5.陆乘风 (Lu 
chengfeng)，归云庄卫士(Wei shi)，金匾(bian); 6.总管(Zong guan); 7.炼丹人

(Liandan ren)，炼丹炉(Liandan lu)，配丹方(Dan fang); 8.御马翁(Yu maweng)，
黑鬃马(Horse)，御马靴(Ma xue); 9.书架(Shelf)，红木书桌(desk); 10.庄仆

(Zhuang pu); 11.小花(Xiao hua); 12.菠菜粉条(Bocai fentiao)，甜点心(Dian xin)，
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 13.庄仆(Zhuang pu)，庄

童(Zhuang tong); 14.庄仆(Zhuang pu); 15.砍柴人(Kanchai ren); 16.练功弟子

(Liangong dizi); 17.竹剑(Zhujian); 18.庄童(Zhuang tong); 19.八仙桌(Table); 20.
阿香(A xiang); 21.阿牧(A mu)，庄仆(Zhuang pu); 22.疯子(Crazy man); 23.桃
树(taoshu); 24.水蜜桃(mitao); 25.老猴子(Lao monkey); 26.兰花扶穴手秘诀

(Mijue)，猴子(Monkey) 
【太湖街地图】 
                                                黑风山洞17 
                                                   │ 
                                                黑风山洞16 
                                                   │ 
                                蟒蛇洞15─蛇窟14─山路13 
                                                   ↑ 
                                                  山路              太湖阁20 
                                                   ↑                 〓 
                                                黑风山脚12 太湖码头 太湖阁19 
                                                   ↑         │      │ 
      草地3─太湖街4─太湖街5─太湖街6─太湖街7─太湖边8──太湖桥─太

湖桥9─太湖边10─(归云庄) 
       │                                          │         │      │ 
      草地2─草地                               ◎树林◎11    │ 计氏马车分行

24 
              │                                   │         │ 
       草地   │                                 隐者居21   太湖桥─迷魂阵入口18 
     ╱    ╲ │                                                        │ 
(苏州)       草地1                                                  ◎迷魂阵◎─宝

库入口22 
                                                                                   │ 
                                                                                  宝库23 
                                                                                   │ 
                                                                                (归云亭) 
 
1.麻雀(Maque); 2.野兔(Ye tu); 3.民女(Min nv)，老农(Lao nong); 4.屠夫(Tu fu); 
5.小偷(Xiao tou)，卖艺人(Maiyi ren); 6.商人(Shang ren); 7.算卦先生(Suangua 
xiansheng); 8.游客(Youke); 9.挑夫(Tiao fu)，小贩(Xiao fan); 10.游客(Youke); 
11.猎户(Lie hu)，老虎(Lao hu); 12.老妇人(Oldwoman); 13.黑鹰(Hei ying)，白

骨(Bai gu); 14.眼镜蛇(Snake)，火蛇(Snake)，竹青蛇(Snake)，七寸子蛇(Sn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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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侠客行 
15.七寸子蛇(Snake)，巨莽(Ju mang); 16.梅超风(Mei chaofeng)，骷髅(Kulou)，
白骨(Bai gu); 17.陈玄风(Chen xuanfeng)，白骨(Bai gu)，白骨架(Gu jia); 18.
神灵(Shen ling); 19.小二(Xiao er); 20.水老板(Shui laoban); 21.隐者(Yin zhe); 
22.门(men); 23.木棺(Coffin); 24.招牌(paizi)，马车(che) 
【岳阳地图】 
                                                   (长江南岸) 
                                                       │ 
                                                      北门5 
                                                       │ 
                                                     北大街─计氏马车行6 
                                                       │ 
                         岳阳楼二层         月记票号3  │    将军府 
                             〓                │      │      │ 
                           岳阳楼1──西门2─西大街─城中心─东大街─东门9
─青石官道←泥泞土路 
                             │                │      │      │                        
     ╲ 
       青石官道←青石官道─洞庭湖10≈湖心小岛  当铺4    │    岳阳府

衙                           (江州) 
     ╱                      ↓                        │ 
(成都)                      山路        李保长家7─南门内大街─杂货铺 
                          ╱                           │ 
                   (桃源县)                           南门8 
                                                       │ 
                                                      山路 
                                                       ↓ 
                                                      山路 
                                                       ↓ 
                                                      山路 
                                                       ↓ 
                                                   (苗岭，南昌) 
1.伙计(Huoji); 2.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3.掌柜; 4.当铺老板; 5.武将

(Wu jiang)，官兵(Guan bing); 6.招牌(paizi)，马车(che); 7.李保长(Li baozhang); 
8.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9.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0.
书店伙计 
【江州地图】 
                                                                         锁江楼二楼10 
(长江南岸) 
                                                                                  〓  │ 
                                                          浔阳楼二层16 (长江南岸) 锁
江楼 
                                                                    〓  │      ╱ 
                                                   客栈内室         浔阳楼─土路   青
石官道→青石官道←青石官道←(应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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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计氏马车分行15─盈月客栈8    东门9─青石官

道─青石官道 
                                                           ╲  ╱ 
                          内宅13─内院─八角亭 浔阳路      甘棠路 
                                   ∧            │        ╱  ╲ 
                                 温峤府────浔阳路─甘棠路    杂货铺7 
                                                 │  ╱  │ 
                                       甘棠湖 中央广场 天福镖局6 
                                月记票号2│  ╱  │ 
                                   │  甘棠路    │ 
                                   │ ╱ │      │ 
(岳阳)                           甘棠路 当铺3    │ 
     ╲                         ╱ │玩家当铺─浔阳路─韩家大门─韩家4 
       青石官道←青石官道─西门1   │            │ 
                                 南门湖────浔阳路─邀月阁5 
                                                 │ 
                                                南门11 
                                                 │ 
                                              青石官道 
                                                 │ 
                                                山路─鄱阳湖边12 
                                                 ↓ ╱ 
                                                山路 
                                                    ╲ 
                                                      山路14 
                                                       │ 
                                                     (南昌)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掌柜; 3.当铺老板; 4.韩员外(Han 
yuanwai); 5.伙计(Huoji); 6.王小月(Wang xiaoyue); 7.冯东顺(Feng dongshun); 
8.店小二(Xiao er); 9.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0.伙计(Huoji); 11.武
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2.钓鱼人(Diaoyu ren)，大湖(lake)，小舟(boat); 
13.温峤(Wen); 14.砖头(bricks); 15.招牌(paizi)，马车(che); 16.伙计(Huoji) 
【南昌地图】 
                                                              (江州) 
                                                                │ 
               古井                                 客店内室 南昌北门5 
                │                                     ∧       │ 
       食堂─岳麓书院12─休息室                      偃月楼4─北大街─飞虎

镖局6 
                ∧                                              │ 
             书院正门                              计氏马车总行3│      白家7 
                ↑                                      │      │       │ 
(苗岭，岳阳)←城西山路←城西山路←青石官道─南昌西门1─西大街─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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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街─南昌东门10─(壮族山寨) 
                                                        │      │       │ 
                                                      对月居2   │   宁王府大门 
                                                                │       ∨ 
                                                                │门房─中庭─马房 
                                                                │ 
                                                       当铺8─南大街─月记银号9 
                                                                │ 
                                                             南昌南门11 
                                                                │ 
                                                             青石官道 
                                                                │ 
                                                               山路 
                                                                   ╲ 
                                                                     山路 
                                                                      │ 
                                                                    山路 
                                                                         ╲ 
                                                                          (泉州)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伙计(Huoji); 3.招牌(paizi)，马车(che); 4.
店小二(Xiao er); 5.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6.楚大业(Chu daye); 7.
老白(Lao bai)，砖头(bricks); 8.当铺老板; 9.掌柜; 10.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2.朱熹(Zhu xi) 
【壮族山寨】 
                                     族长的竹楼4 
                                         ↑ 
                                 草地3   │   市场 
                                      ╲ │ ╱ 
                               比武场2─广场─壮族医馆5 
                                      ╱ ↑ ╲ 
                               小酒馆1   │   古井 
                                         │ 
                              ◎老林◎─小路─山林 
                                         │ 
                              ◎老林◎─小路─山林 
                                         │ 
                                      山寨大门 
                                         ↓ 
                                      老林边缘 
                                         ∨ 
(南昌)─城东山路→城东山路→老林边缘＞◎老林◎＜老林尽头←(杭州) 
1.李老三(Li laosan); 2.壮族青年(Qing nian); 3.壮族青年(Qing nian)，壮族少女

(Shao nu); 4.大长老(Da zhanglao)，壮族头领(Zhuangzu touling); 5.巫医(Wu yi) 
【镇江府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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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南岸) 
                                                           ╱ 
      (长江南岸) 金山寺15                              小沙 
                ╲ 〓                                ╱ 
                  金山                         北面山 
                      ╲                         ↑ 
                        土路────土路───-定波门5──────土路──

───土路 
                         │                      │                              │ 
( 长江南 岸 )               │       米仓 3         北 大街─ 飞龙镖局

6                 │ 
         ╲             土路      │             │                             土路 
           土路          │      藩库2─银库   北大街─梦溪园7 计氏马车行分

行9   │ 
               ╲        │       │             │      │          │          │ 
                 土路─登云门1─西大街─西大街─广场-─东大街───东大街

───青阳门11─土路 
               ╱        │       │      │     │      │          │          │   
       ╲ 
        (应天府)         │       府衙4  将军府    │     奔月居8     天月楼

10      │            土路 
                         │                      │      ∨                      │     
        │ ╲ 
                        土路                     │   客店内室                  土
路           山路  (苏州) 
                         │                      │                              │      
       │ ╲ 
                         │         月 记 票 号 12 ─ 南 大 街 ─ 当 铺

13                    │             │   山林深处 
                         │                      │                              │      
      北门16   ∨ 
                        土路────土路───-南水门14-─────土路──

───土路            │   山林深处19 
                                                                               大湖→西

门20─义兴县城─周处家17 
                                                                                〓  县城府

衙22╯│ 
                                                                               龙潭

21          南门18 
                                                                                            
       ╲ 
                                                                                            
         (苏州) 
1.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库房看守(Kanshou); 3.大米(Da m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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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子(shizi); 5.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6.张经(Zhang jing); 7.小贩; 
8.店小二(Xiao er); 9.招牌(paizi)，马车(che); 10.伙计(Huoji); 11.武将(Wu jiang)，
官兵(Guan bing); 12.掌柜; 13.当铺老板; 14.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5.海法法师(Haifa fashi); 16.官兵(Guan bing)，告示(gaoshi); 17.周处(Zhou 
chu); 18.官兵(Guan bing)，告示(gaoshi); 19.老虎; 20.官兵(Guan bing)，告示

(gaoshi); 21.恶龙; 22.陆云(Lu yun)，陆机(Lu ji) 
【建康府地图－西内城】 
              (钟阜门)                  (金川门)(神策门) 
                 │                             ╲ │ 
(仪凤门)─小路   │                               北城3 
              ╲ │                             ╱ │ ╲ 
                军营1─军仓────────-军营2 钟楼4 鼓楼5 
              ╱        │                               │ 
       (定淮门)         │                             北门桥 
                        ↓                               │ 
                       山路                  广场西北─北广场─广场东北 汉府故

地 
                        │╰────────-╮ │       │       │       │ 
                        ↓                    西广场─中央广场─东广场─-青石路

────-纵星桥─(皇城) 
            清 凉 寺 17 ＜ 清 凉 山 6 ← 乌 龙 潭

16         │       │       │                   ╱ 
                        ↑                    广场西南─南广场─广场东

南              ╱ 
                        │                               │                        ╱ 
           (清凉门)─城西大街─灵英观7         月记票号8 │      杂货铺

14         ╱ 
                            ╲   │               │     │       │           ╱ 
                    (石城门)─城西大街─朝天宫─下街口─中城10─存义街20─
里仁街 
                                                  │     │       │ 
                                                 当铺9   │     状元楼15 
                                                        长街 一排一座─一排二座──

───一排三座─一排四座 
                                              东 厂

19     │     │        │   ╲      ╱   │        │ 
                                               ∧        │  二排一座─二排二座─考

官席─二排三座─二排四座 
                                  东 厂 诏 狱 ─ 东 厂 胡 同 18 ─ 长

街    │        │       │       │        │ 
                                                         │  三排一座─三排二座─考

官席─三排三座─三排四座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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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桥 四排一座─四排二座──

───四排三座─四排四座 
                                                         │                     考场前院 
                                                         │                        ∧ 
                                             应天府 11 ─南大街─承恩寺

12           贡院 
                                                         │                        │ 
                                   (三山门)─三山街13─南大街────大中街─

──-圣府─淮清桥─(通济门) 
                                                         │ 
                                             刑部大牢─镇淮桥 
                                                         │ 
                                                      (聚宝门) 
1.五军营士兵(Shi bing); 2.三千营士兵(Shi bing); 3.闲汉(Xian han); 4.大钟

(zhong); 5.小厮(Xiao si); 6.薄荷(bohe); 7.老道士(Lao daoshi); 8.掌柜; 9.当铺老

板; 10.闲汉(Xian han); 11.应天府尹(Yingtian fuyin); 12.庙祝(Miao zhu); 13.流
氓(Liu mang); 14.杂货铺老板; 15.伙计(Huoji); 16.垂钓老翁(Chuidiao laoweng)，
鱼腥草(cao); 17.老和尚(Lao heshang); 18.东厂守卫; 19.东厂督公; 20.无名氏

(Wuming shi) 
【建康府地图－皇城】 
                                 (太平门) 
                                        ╲ 
                                          石路 
                                           │ 
                                         北安门4 
                                           │ 
                                 春和宫─交泰宫─柔仪宫 
                                           │ 
                                         乾清宫 
                                           │ 
                                建极殿─宫中御道─谨身殿 
                                           │ 
                                中极殿─宫中御道─华盖殿 
                                  内库     │ 
                                   ∧      │ 
            尚膳监        尚绶监 司礼监2 奉天殿3 尚宝监 内宫监5       神宫

监 
                  ╲    ╱         │      │      │         ╲    ╱ 
(西内城)─西安门1─西角门────中右门─奉天门─中左门────东角门

─东安门8─(朝阳门) 
                  ╱    ╲         │      │╰值房│         ╱    ╲ 
            直殿监        尚衣监 御马监    │    都知监 御用监6       司设监7 
                            太社稷─右掖─午门─左掖─太庙∨ 
                                           │            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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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门─五凤楼 
                                           │ 
                                    社街─御道─稷街 
                                           │ 
                               侍卫处10─承天门9─御林军营地11 
                                           │╰杂役处 
                                         大明门 
                                           │ 
                                   节堂─洪武门12─值房 
                                           │ 
                                        (东内城) 
1.御林军(Yulin jun); 2.秉笔太监(Bingbi taijian)，掌印太监(Zhangyin taijian); 3.
皇榜 (bang)，御前侍卫 (Yuqian shiwei); 4.御林军 (Yulin jun); 5.掌印太监

(Zhangyin taijian); 6.掌印太监(Zhangyin taijian); 7.掌印太监(Zhangyin taijian); 
8.御林军(Yulin jun); 9.李公公(Li gonggong); 10.御前侍卫统领(Shiwei tongling)，
御前带刀侍卫 (Yuqian shiwei)，一等侍卫 (Yideng shiwei); 11.御林军统领

(Yulinjun tongling); 12.告示(gaoshi)，大明金榜(Board) 
【建康府地图－东内城】 
                                      (皇城) 
                      太仆寺1 太常寺2   │   大理寺3   光禄寺4 
                        │      │╰库房│     │╰宗卷室│ 
                      白虎街─白虎街─-御道─青龙街──青龙街 
                        │      │      │     │        │ 
                      行人司5 鸿胪寺6   │   宗人府7   詹事府8 
                                        │ 
       节堂10 大都督节堂9 节堂11        │   工部大厅17          值房

18      值房21＜院落＞值房22 
            ╲    ∧    ╱              │     ∧                ∧                  │ 
左都督节堂12─五军都督府13─右都督节堂14│    院落──小花园──院

落   户部衙门23＞小花园 
            ╱    │    ╲              │     ∨       ∧       ∨     ╱           
│ 
       节堂15     │      节堂16        │  工部库房 工部衙门19 值房20╱户部

大厅24＜院落＞户部库房 
                  │                    │              │      ____╱ 
                  │                    │              │    ╱            值房25＜院

落＞值房26 
                  │                    │              │  ╱                       │ 
京卫指挥使司41─长安街────────-御道-─────长安街────

──户部衙门27＞庭院 
                  │                    │              │  ╲                       │ 
                  │                    │              │    ╲____    吏部大厅28
＜院落＞吏部库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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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部大厅37 兵部衙门38 值房39        │礼部大厅33 礼部衙门34 值房35
╲    值房29＜院落＞值房30 
       ∧         ∨       ∧           │   ∧         ∨       ∧     ╲           
│ 
      院落───小花园──院落          │  院落───-庭院-──院落    刑
部衙门31＞庭院 
       ∨                  ∨           │   ∨                  ∨                  │ 
    兵部库房              值房40        │礼部库房     值房42   值房36  刑部大

厅32＜院落＞刑部库房 
                                        │              │ 
              通政司49                  │    西厢43─翰林院─东厢44 
                    ╲                  │              │ 
锦衣卫南镇抚司────大通街48────-御道─────-大通街────

都察院45＞都察院正厅46 
                    ╱                  │              │ 
              钦天监50               (正阳门)         太医院47 
1.太仆寺卿(Taipu siqin); 2.太常寺卿(Taichang siqin); 3.大理寺寺正(Dalisi 
sizheng)，大理寺卿(Dalisi qin); 4.光禄寺卿(Guanglu siqin); 5.客卿; 6.鸿胪寺卿

(Honglusi qing); 7.宗人令(Zongren ling); 8.詹事府丞(Zanshifu cheng)，詹事府

司直郎(Zanshifu sizhilang)，詹事府詹事(Zhanshifu zhanshi)，詹事府善赞

(Zanshifu shanzan); 9.大都督(Da dudu); 10.都督佥事(Dudu lianshi); 11.都督挥

使(Dudu huishi); 12.左都督(Zuo dudu); 13.都督同知(Dudu tongzhi); 14.右都督

(You dudu); 15.都指挥同知(Duzhihui tongzhi); 16.水师提督(Shuishi tidu); 17.
工部主事(Gongbu zhushi); 18.工部尚书(Gongbu shangshu); 19.士兵(Shi bing); 
20.工部左侍郎(Gongbu shilang)，工部右侍郎(Gongbu shilang); 21.户部尚书

(Hubu shangshu); 22.户部左侍郎(Hubu shilang)，户部右侍郎(Hubu shilang); 
23.士兵(Shi bing); 24.户部主事(Hubu zhushi); 25.吏部尚书(Libu shangshu); 26.
吏部左侍郎(Libu shilang)，吏部右侍郎(Libu shilang); 27.士兵(Shi bing); 28.吏
部主事(Libu zhushi); 29.刑部尚书(Xingbu shangshu); 30.刑部左侍郎(Xingbu 
shilang)，刑部右侍郎(Xingbu shilang); 31.士兵(Shi bing); 32.刑部主事(Xingbu 
zhushi); 33.礼部主事(Libu zhushi); 34.士兵 (Shi bing); 35.礼部尚书 (Libu 
shangshu); 36.礼部左侍郎(Libu shilang)，礼部右侍郎(Libu shilang); 37.兵部主

事(Bingbu zhushi); 38.士兵(Shi bing); 39.兵部尚书(Bingbu shangshu); 40.兵部

左侍郎(Bingbu shilang)，兵部右侍郎(Bingbu shilang); 41.指挥同知(Zhihui 
tongzhi)，指挥佥事(Zhihui lianshi)，指挥使(Zhihui shi)，五城兵马指挥(Wucheng 
zhihui); 42.翰林学士(Hanlin xueshi); 43.修编(Xiubian)，翰林侍读学士(Shidu 
xueshi)，侍读(Shidu); 44.翰林侍讲学士(Shijiang xueshi)，侍讲(Shijiang)，检讨

(Jiantao); 45.都察院经历(Duchayuan jingli)，左副都御史(Zuo fuduyushi)，右副

都御史(You fuduyushi); 46.左都御史(Zuo duyushi)，右都御史(You duyushi); 47.
太医院判(Taiyi yuanpan)，太医院使(Taiyi yuanshi)，经络图(tu); 48.钦天监主簿

(Qintian zhubu); 49.通政司奏折递送处(Board)，大桌子(desk)，为官之道(Bei)，
官员(Guan yuan); 50.浑天仪(Huntian yi) 
【建康府地图－城墙】 
  城墙脚下─城墙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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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仪凤门1─(小路) 钟阜门2 
   ╲             │ ╲ 
  城墙脚下      (军营) 城墙脚下                                          (城外) 
       ╲     ╱          ╲                                               │ 
       定淮门13         城墙脚下─城墙脚下─金川门3─城墙脚下─城墙脚下

─神策门4─城墙脚下─城墙脚下─太平门5─城墙脚下─城墙脚下 
           ╲                                     ╲                       │             
                  ╲              │ 
          城墙脚下                                  (北城 )                (北
城)                              (石路)      城墙脚下 
               ╲                                                                          
                                 │ 
       ( 江 州 ) ← 清 凉 门 12 ─ ( 城 西 大

街)                                                                                         
│ 
                   ╲                                                                      
                                 │ 
                  城 墙 脚

下                                                                                         
         │ 
                       ╲                                                                   
                                │ 
                       石 城 门 11 ─ ( 城 西 大

街)                                                                     (东安门)─朝阳

门6─(城外) 
                           ╲                                                              
                                 │ 
                          城 墙 脚

下                                                                                         
 │ 
                               ╲                                                          
                                 │ 
                              城 墙 脚

下                                                                                   城墙

脚下 
                                 │                                                        
                                 │ 
                              城 墙 脚

下                                                           ( 御

道)                      │ 
                                 │                                                        
       │                        │ 
                               三山门10─(三山街)           (淮清桥)─通济门8-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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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脚下-城墙脚下-正阳门7-城墙脚下-城墙脚下-城墙脚下 
                                 │                                     │                
        │ 
                              城墙脚下              (镇淮桥 )          城墙脚

下                   (城外) 
                                   ╲                 │                │ 
                                  城墙脚下-城墙脚下-聚宝门9-城墙脚下-城墙脚下 
                                                      │ 
                                                    (城外) 
1.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2.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3.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4.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

(Guan bing); 5.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6.大明武将(Wu jiang)，
官兵(Guan bing); 7.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8.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9.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0.大明武

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1.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2.
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13.大明武将(Wu jiang)，官兵(Guan bing) 
【应天府地图－城外】 
  (长江南岸) 
           ╲船坞─驻军大营─匠人宿营3 
             ╲       ∧ 
               宝船厂大门       (长江南岸) 
                         ╲    ╱ 
                           官道      计氏马车分行2 
                               ╲         ∧ 
                                 官道─玄武湖畔 
     ＋＋＋                       ↑ 
[ 仪 凤 门 ][ 钟 阜 门 ]          窝 棚 1 ─ 官

道                                                  (镇江) 
     ＋      ＋                   │                                                  ╱ 
    [ 定淮门 ]   ＋＋ [ 金川门 ] ＋＋ [ 神策门 ] ＋＋ [ 太平门 ] ＋＋＋＋

＋                      土路 
         ＋                                                ＋                     ╱ 
(江州)←[清凉门]                                           ＋   城东皇陵  钟山 土
路 
             ＋                                            ＋      ↑      ↑ ╱ 
            [石城门]                                    [朝阳门]─土路←─土路 
                 ＋                                        ＋             /   ╲ 
                   ＋                                      ＋            /     土路 
                   ＋                                      ＋           /         ╲ 
                [ 三 山 门 ]       [ 通 济 门 ] ＋ ＋ [ 正 阳 门 ] ＋ ＋ ＋ ＋

＋          /           土路 
                   ＋             ＋          │                      /               ╲ 
                    ＋ ＋ [ 聚 宝 门 ] ＋ ＋        青 石 官

道                  /                 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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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青 石 官 道                青 石 官

道            /                       (苏州) 
                           │                       ╲            / 
                        青石官道                   青石官道─江南小道 
                                ╲                    │           ╲ 
                                 青石官道             │           江南小道 
                                        ╲         江南小道           │ 
                                         江南小道     │            (嘉兴) 
                                                 ╲   │ 
                                                   江南小道 
                                                      │ 
                                                   江南小道 
                                                    ╱ 
                                               (杭州) 
1.老汉(Lao han); 2.招牌(paizi)，马车(che); 3.老工匠 
【钓鱼岛地图】 
                                                         钓鱼台24  大礁石22 
                                  灯塔顶层8                〓    ╱      ╲ 
                                     〓                  大礁石23          草地 
                                  灯塔六层7            ╱                   │ 
                                     〓          礁石群                    草地 
                                  灯塔五层6    ╱                   营帐14     ╲ 
                        海 滩 25- ─ ─ ─ 〓 ─ ─ 海

滩                      ∧          野果林19-───东海岸 
                       ╱          灯塔四层 5                 内帐     帐

后          /                   ╲ 
                    海

滩             〓                      │         ╲       /                      东海

岸 崖顶20 
                     │  ╲       灯塔三层4         左帐12─大帐─右帐13─帐

外  /                   密洞18↓    〓┊ 
                    海滩26 ◎树林◎─〓────╮            ∧╭────

╯    /                     │  山崖┄-╯┊ 
                   ╱              灯塔二层 3 ◎树林◎─空地─帐前

11            /                     密洞         崖壁21 
                海

滩                 〓        │            │              /                       ∧ 
               ╱                  灯塔一层 2    │      营帐─军营─营

帐      /       灌木丛17┄┄╮  洞口 
             ╱                      ∧        │            │            /          │
        ┊╱ 
(泉州)≈钓鱼岛海滩-───────→钓鱼岛1  ◎树林◎  营帐─军营─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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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  草地─小溪─灌木丛15＞灌木小道 
             ╲                            ╱                │       ╱                
  ╲ 
               沙滩──────────沙滩9                草地─草

地                      灌木丛16 
                                           ╲             ╱ 
                                             沙滩-──沙滩 
                                                 ╲ 
                                                   沙滩10 
1.东瀛浪人(Langren); 2.东瀛浪人(Langren); 3.倭寇(Wo kou); 4.倭寇(Wo kou); 
5.东瀛浪人(Langren); 6.倭寇(Wo kou); 7.桥本太郎(Wolf); 8.珍珠(Zhen zhu)，
玛瑙项链(Manao lian); 9.海鸟(Hai niao); 10.海鸟(Hai niao); 11.旗杆(Qi gan); 
12.倭寇(Wo kou); 13.老渔夫(Yu fu)，蒸笼(steampot); 14.东瀛武士(Wu shi)，
渔家少女(Shao nv); 15.灌木(guanmu); 16.灌木(guanmu); 17灌木(guanmu); 
18.大箱子(Large box)，床铺(bed); 19.野果(guo); 20.藤蔓(teng); 21.鸟巢(chao); 
22.野草(cao); 23.大礁石(stone)，野草(cao); 24.大海(hai); 25.海蟹(Hai xie); 26.
海蟹(Hai xie) 
【冰火岛地图】 
         后洞4 
          │ 
         石洞3─◎平原◎5┄╮ 
          │       │      ┊ 
  树顶8 冰火洞2   熊洞6    ┊ 
   〓     │               ┊ 
   ╰┄◎树林◎7─火山边缘 ┊ 
          │               ┊ 
      冰火岛海滩1┄┄┄┄┄╯ 
          ≈ 
        (泉州) 
1.冰山(iceboat); 2.张翠山(Zhang cuishan)，殷素素(Yin susu)，谢无忌(Xie wuji); 
3.谢逊(Xie xun); 4.七伤拳谱(Book); 5.小鹿(Xiao lu); 6.白熊(Bai xiong)，树皮

(shupi); 7.大树(tree); 8.树干(shugan) 
【铁掌峰地图】 
                                ╭┄烽火台 
                                ┊    〓 
                                ┊ 无名峰顶 
                                ┊    ↑ 
               烽火台-╮        ┊   石阶 
                 〓   ┊        ┊    ↑ 
    烽火台    食指峰顶┊        ┊   石阶 
      〓 ╰┄┄┄↑ ┄┤        ┊    ↑ 
   拇指峰顶     石阶  ╰┄宝库┄┤   后院 
      ↑         ↑        │   ╰┄┄│┄┄-╮ 
     山路       石阶   中指峰山顶 白虎堂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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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山路       石阶      玄崖    白虎堂广场 ┊ 
      ↑         ↑        ↑         ↑     ┊ 
     山路       后院    后院广场     石阶  烽火台 
      ↑         │        │         ↑     〓 
     后山      青龙堂    光明殿      石阶 小指峰顶←后院 
      │         │        │         ↑             ↑ 
   寺后广场  青龙堂大院   广场       小路           正殿 
      │         │        │         ↑             ↑ 
     大殿       广场      石阶       小路           前院 
      │         │        ↑         ↑             ↑ 
  玄武堂广场    山路      石阶       小路          朱雀观 
      │         ↑        ↑         ↑             ↑ 
     寺门      老秃峡     石阶       小路           石阶 
      ↑         ↑        ↑         ↑             ↑ 
     石阶      老秃峡     山路       小路           石阶 
      ↑         ↑        ↑         ↑               ╲ 
     石阶       山路      山路     ◎山路◎             山路 
      ↑         ↑        ↑         ↑                   ╲ 
     石阶       山路      山路       山路                   山路 
      ↑            ╲     │     ╱                         ↑ 
     石阶             ╲   │   ╱                           │ 
         ╲              龙王塘──────────────-山路 
           山路            ↑ 
            │            山路─大沼泽入口─◎大沼泽◎ 
           山路        ╱ 
               ╲    ╱ 
                 小亭 
                  ↑ 
                 石阶 
                  ↑ 
                 石阶                       (桃源县) 
                  ↑                       ╱ 
                 石阶                  小路1 
                  ↑                    │ 
                山脚下2                泸溪 
                     ╲              ╱ 
                       黄土路─黄土路 
1.道鸟禅师(Daoniao npc); 2.渡月(Duyue npc) 
【峨嵋后山地图】 
                  云台 
                   │ 
                峨嵋金顶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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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海出口                    小屋6 
                   │                        ∧ 
                ◎云海◎                   静修庵3 
                   │                        │ 
                云海入口        后山1       山道 
                        ╲       │       ╱    ╲ 
九老洞─小径              山道  后山  山道        山道─药王洞4 
            ╲          ╱    ╲ │ ╱    ╲ 
              小径─小径        山道        小溪 
                                 │          │ 
                               (峨嵋)       小溪 
                                                ╲ 
                                                  瀑布＞山洞─山洞5 
1.毒蛇(Snake); 2.周芷若(Zhou zhiruo); 3.灭绝师太(Miejue shitai); 4.静慈师太

(Jingci shitai); 5.硫磺(Liu huang); 6.郭襄(Guo xiang)，方碧琳(Fang bilin) 
【壮族山寨地图】 
         族长的竹楼4 
             ↑ 
     草地3   │   市场 
          ╲ │ ╱ 
   比武场2─广场─壮族医馆5 
          ╱ ↑ ╲ 
   小酒馆1   │   古井 
             │ 
  ◎老林◎─小路─山林 
             │ 
  ◎老林◎─小路─山林 
             │ 
          山寨大门 
             ↓ 
          老林边缘 
             ∨ 
          ◎老林◎ 
1.李老三(Li laosan); 2.壮族青年(Qing nian); 3.壮族青年(Qing nian)，壮族少女

(Shao nu); 4.大长老(Da zhanglao)，壮族头领(Zhuangzu touling); 5.巫医(Wu yi) 
【回部地图】 
        帐篷中1─回族部落─帐篷中2 
                    │ 
           树林─回族部落3─树林 
                    │ 
            草原4─草原5─草原6 
                    │ 
               ◎大漠尽头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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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漠8◎ 
                    │ 
                   山路 
                    │ 
                  (星宿) 
1.霍青桐(Huo qingtong); 2.木卓伦(Muzhuolun); 3.回族战士(Zhan shi); 4.绵羊

(Sheep); 5.回族战士(Zhan shi)，牦牛(Mao niu); 6.牦牛(Mao niu); 7.恶狼(Wolf); 
8.恶狼(Wolf) 
【蒙古东部地图】 
                                 (蒙古北部) 
                                ╱ 
                        不儿罕山脚下 
                             ↓ 
                平台        山路 
                    ╲    ╱ 
                      巨松 
                       ↓ 
                      北坡 
                       ↓ 
  (蒙古中部)┄西峰24─主峰23 
                       ↑ 
                      山路 
                       ↑ ╲ 
                  山间平台  ╲ 
                ╱            ╲ 
(蒙古中部)→西坡→不儿罕山口22←东坡←-──────坡地19 
                      ↑                         ╱    ╲ 
                 不儿罕山南麓                山前        ╲ 
                   ╱    ╲                ╱              ╲ 
               山崖        悬崖←┄┄ 悬崖前               蒙古包5 
                ↑          ↑       ╱     ╭──────╯ │ ╰──────

╮ 
               山崖        峭壁  山前─蒙古包6-──────蒙古包20────

──蒙古包7 
                   ╲    ╱              │╲  华筝的内篷10╱  ╲  拖雷的内帐  ╱
│╲ 七怪住所   马车行27 
                     山崖┄┄崖顶         │   ╲     ∧     ╱账后 25
╲    ∧    ╱  │  ╲  │        │ 
                      ┊      ┊         │    华筝的帐篷  金帐21  拖雷的帐

篷    │    射箭场8─部落大门18─草地4 
                     山

壁     ┊         │  ╱          ╲  ∧  ╱          ╲  │  ╱                      
  ╲ 
                      ┊      ┊       蒙古包  术赤的内帐   金帐15   郭靖家

南侠wiki  第195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9   蒙古包17                       草原边缘 
                     山

谷     ┊             ╲    ∧    ╱  │  ╲    ∧    ╱                             
     │ 
                      ∨      ┊               术赤的帐篷    │    郭靖的帐篷

16        ""，，""  ""  ""  ""，，""  "".，"" 
                    茅 草 屋

26  ┊                         ╲  │  ╱                  ""，，""  ""，，""""，，""  ""''"" 
"""" 
                              ╰ ┄ ┄ ┄ 悬 崖 ┄ ┄ ┄ ╮          蒙 古 包

3               ""..，，，""   ""..，，，   ""  ""..  ，，，""" 
                                                ┊           │                   ... ，，
''"  ''..，，， """"'  ..''"" ，，，" '' 
                                                ┊          蒙 古 包

14             ，.'" ..，，  ""''◎科尔沁草原◎""，.  ，，'""... 
                                                ┊           │                    .."'，，
"'''  .，，"''".""'，，. '  ，，"" "，，， 
                                                ┊     草原─草原──草原1
╮       ""'.，，，   ，'"""，，  .，，，，'"""，  ，''""" 
                                                ┊   ╱        │            草原

─，  '"""..，，，  ""，，，  """，，，  '"""，，，' 
                                              悬崖前─草原─草原──草原2
╯    ''""".，，   ，，''"，  ，'""""，，，，，  ..'"，. 
                                                    ╲       │      │                  
              │ 
                                                      草原─草原13─草原─小山坡12
┄草原战场        草原边缘 
                                                                                            
                ╲ 
                                                                              ◎库布齐沙

漠◎─白杨树林─荒原─土路11 
                                                                                            
                      ╲ 
                                                                                            
                       (张家口) 
1.老年牧人(Mu ren); 2.老年牧人(Mu ren); 3.牧人(Mu ren); 4.老年牧人(Mu ren); 
5.牧人(Mu ren); 6.牧人(Mu ren); 7.牧人(Mu ren); 8.箭靶(Jian ba)，箭壶(hu); 9.
郭靖(Guo jing)，李萍(Li ping)，水缸(gang); 10.华筝公主(Huazheng gongzhu)，
蒙古侍女(Menggu shinv); 11.老年牧人(Mu ren)，汉人牧民(Hanren mumin); 12.
小溪(valley); 13.青年牧民(Qingnian mumin); 14.牧人(Mu ren); 15.蒙古勇士

(Menggu yongshi); 16.牧人(Mu ren); 17.牧人(Mu ren); 18.月记银号蒙古分号老

板; 19.青年牧民(Qingnian mumin); 20.牧人(Mu ren); 21.蒙古侍女(Menggu 
shinv); 22.青年牧民(Qingnian mumin); 23.晶状岩石(shi); 24.峭壁(bi); 25.铁木

真(Tie muzhen)，术赤(Shu chi)，拖雷(Tuo lei)，哲别(Zhe bie); 26.大隐士(Da 

南侠wiki  第196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yinshi); 27.招牌(paizi)，马车(che) 
【蒙古北部地图】 
                                                                                            
    大泽之滨 
                                         △  △   △     △   △                             
 ╱≈ ┊≈ ╲ 
                                          △   △△   △ △ 林海 △ △                 大
泽之滨┄≈ ≈ ┄大泽湖畔 
                                      ≈≈ │ 昂 ≈ │ ≈≈  △   △ 
△  △△                  │≈≈  ≈ ≈  ≈ │ 
                                         南岸─南岸≈可≈≈  △ △△   △  △          大
泽湖畔┄ ≈≈ ┄大泽湖畔 
                                                   ╲    ≈刺│≈     △ △ △△        ╱ 
≈ 大泽深处 ≈ ╱ 
                                                     南岸4─南岸 ≈ △  △△△ △  大泽

之滨┄≈≈  ┄大泽之滨 
    ≈                                                │        ╲ │河≈≈≈≈│ ╱≈
│≈≈≈ ≈  ≈ ╱ 
      ≈≈                                      斡难河草原边缘    南岸────南岸 
大泽湖边┄≈┄大泽湖畔 
          ≈≈                                  .. ，  ， .
│，，. .，                      ╱  ≈≈ ┊≈ ╱ 
         南岸─北岸  谦利河畔2─斡难河草原边缘─◎斡难河草原◎─斡难河草

原边缘─西南角5-─大泽湖畔 
          │ 谦 │ ╱                           " '"''│" '"'' 
          │ ≈北岸─北岸                       斡难河草原边缘 
          │ ╱≈利≈ │≈河≈                          ╲ 
         南岸────南岸     ≈≈                      斡难河3 
          │          │  ╲      ≈                      │ 
       牧民部落8-─牧民部落9-南岸                     斡难河源头 
          │ ╲    ╱ │                                ╱ 
          │   广场6  │                         (蒙古东部) 
          │ ╱    ╲ │ 
       牧民部落7-─牧民部落 
       ╱                ╲ 
(蒙古西部)               牧民部落1 
                               ╲ 
                              (蒙古中部) 
1.老年牧人(Mu ren); 2.老年牧人(Mu ren); 3.老年牧人(Mu ren)，青年牧民

(Qingnian mumin); 4.老年牧人(Mu ren); 5.老年牧人(Mu ren); 6.青年牧民

(Qingnian mumin)，猎人(Lie ren)，月记银号蒙古分号老板; 7.青年牧民(Qingnian 
mumin); 8.青年牧民(Qingnian mumin); 9.青年牧民(Qingnian mumin)，年轻姑

娘(Nianqing guniang) 
【蒙古中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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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侠客行 
        (蒙古北部) 
               ╲ 
              大草原边缘 
            .， ，，.│，.. .， 
(蒙古西部)─◎中央大草原◎─大草原边缘─山脚6┄(蒙古东部) 
            ' ""''│"'"" ' 
              大草原边缘 
                  │ 
           ╭┄废弃草场5 
           │     │ 
           │   蒙古包7 
           │  ╱ │ ╲ 
         蒙古包8  │   蒙古包 
         ╱    ╲ │ ╱  │  ╲ 
        │内帐2＜大帐    │    草场→(蒙古东部) 
         ╲    ╱ │ ╲  │  ╱ 
         蒙古包4  │   蒙古包3 
           │  ╲ │ ╱ 
           │   蒙古包1 
           │     │ 
           ╰┄┄荒原 
                  ↑ 
                 沙坡 
                  │ 
            ◎库布齐沙漠◎ 
1.牧人(Mu ren); 2.桑坤(Sang kun); 3.牧人(Mu ren); 4.牧人(Mu ren)，老汉(Lao 
han); 5.老年牧人(Mu ren); 6.老年牧人(Mu ren); 7.牧人(Mu ren); 8.牧人(Mu ren) 
【蒙古西部地图】 
               (蒙古北部)    大草原边缘─◎中央大草原◎ 
              ╱           ╱ 
        ◎沼泽◎ 按台山北麓1 
≈     ╱           ↓ 
  ≈ 北岸3→按台山 按台山 
   也 │    西脉   最高峰 
   ≈北岸    │ ╲   〓 
    ≈│儿╲ │    按台山─按台山东脉 
     南岸 ≈北岸     │        │  ╲ 
          ╲ │的╲  │        │    ╲ 
            南岸 ≈ 北岸───北岸──绿洲2→沙漠边缘─◎库布齐沙漠◎ 
                 ╲≈│石≈ ≈ │河≈≈ 
                    南岸───南岸    ≈≈ 
1.老年牧人(Mu ren); 2.逍遥(Alucar npc); 3.札儿赤兀惕(Zhaer chiwuti) 
【绝情谷地图】 
                    断肠崖11 

南侠wiki  第198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 
                   陡峭山路 
                      〓 
                     山坡   睡房8       卧房 
                      ↑     │          │ 
                     花圃9─院落─后堂─院落 
                      ∨     │    │    │ 
                     花圃10 睡房7  │   闺房 
                                   │ 
                            客房─大厅─客房 
                                   │╰武器库 
                         练丹房5─走廊─练功房6 
                                   │ 
                                  大门4 
                                   │ 
                                 石子路 
                                   │ 
                                 石子路3 
                                   │ 
(张家口)     ◎小路◎─绝情谷前1─草地─水潭2 
       ╲    ╱ 
         小路 
1.守谷弟子x2; 2.旁系弟子x2; 3.杂役弟子x2; 4.牌匾(paibian); 5.炼丹弟子x2，炼

丹炉(Liandu lu); 6.护法弟子x2; 7.女弟子x2; 8.女弟子x2; 9.花圃弟子x2; 10.情花

(hua); 11.小花(flower) 
【柳秀山庄地图】 
             藏书阁20 
               │ 
男浴室17     尚武堂18     女浴室17 
  │           │           │ 
西厢房14─柳秀山庄正厅15─东厢房16 
               │ 
            岩桂花园 
               │ 
              长廊13 
               ┊ 
    当铺10─山庄大门11─票号12 
               │ 
   铁匠铺8─集镇小道─杂货铺9 
               │ 
               │     药铺7 
               │   ╱ 
    杏子林─集镇小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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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侠客行 
    车马行5   缓坡4   酒铺6 
               〓 
      树林1─未明谷2─乱石阵3 
               │ 
            青石桥头 
1.梅花鹿(Meihua lu)，蝴蝶(Hu die)，老虎(Lao hu); 2.野果(Ye guo)，葫芦(Hu lu)，
小溪(river)，山坡(path); 3.文字(word); 4.山路(path); 5.招牌(paizi); 6.老汉(Lao 
han)，牌子(paizi); 7.薛慕华(Xue muhua)，药铺伙计(Yaopu huoji)，牌子(paizi); 
8.老胡(Lao hu); 9.杨永福(Yang yongfu)，招牌(zhaopai); 10.唐老板(Tang nan)，
牌子(paizi); 11.大门(gate); 12.柳住钱(Liu zhuqian)，牌子(paizi); 13.丫鬟(Ya 
huan)，大门(gate); 14.小床(bed); 15.游鲲翼(You kunyi)，阿姝(A shu); 16.小床

(bed); 17.男侍童(Nan shitong)，浴桶(yutong); 18.武师(Wu shi)，兵器架(shelf); 
19.女侍童(Nv shitong)，浴桶(yutong); 20.书架(shujia)  
【侠客岛地图】 
 
                                       小溪底3 
                                         │ 
                               小溪底─小溪底→谷底2 
                                                │(!) 
                     秘道─秘道─秘道口14     山谷口  (泉州) 
                      ┊                        │      ≈ 
           闭关室12─花园13─石路─楼廊        山谷──海滩1 
                                    │                  │ 
                       木岛主居室─精舍─龙岛主居室11  沙滩 
                                    │                  │ ╲ 
                           储藏室─大殿9─轩堂10       沙滩─沙滩 
                                    ↑                  │ ╱ 
                                   大厅                沙滩 (侠客岛石室) 
                                    │                  │       │ 
  厢房                      饭厅7─庭院─小柴房8        │      石门 
   │                               │                  │          ╲ 
  走廊─走廊─走廊─走廊─西偏厅─观月阁─东偏厅6      树林           长廊 
         │                         │      〓 ╭┄┄┄-│┄┄┄┄┄┄-↓┄┄┄

┄┄┄┄┄┄┄┄┄┄┄┄┄┄┄-╮ 
        客房                         │      密室┊        │             长
廊                果树园16─泉井亭─月儿台 
                                  迎 宾 馆 5 ─ ─ ─ ─ ─ ─ ◎ 树 林 ◎

4         ↓                             │ 
                                               ┊       │   ╲      洞涧亭╭◎甬道◎

─火洞18─风穴   │ 
                                             青 石 崖 15 青 石 崖

下  ╲      ↓  ┊   │           (!)↑    │   
                                               〓       〓       山路  洞涧亭＞洞

口            石洞＞石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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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侠客行 
                                             青石台-┄┄╯        │            ∧ 
                                                             ╭───────→瀑布

19 
                                                          山路    ↓ 
                                                             ╰←山路 
 
1.船只(boat); 2.悬崖(cliff)，花草(grass)，小溪(river)，花草(Flower); 3.还灵水

草(Revive grass); 4.小路(path)，树(tree); 5.侠客岛使者(Shi zhe); 6.地毯

(carpet); 7.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麻辣豆腐(Mala doufu)，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 8.干木柴(Woods)，梅木长凳(Chair)，麻绳(Rope); 9.张 三(Zhang san); 
10.画(picture); 11.龙亦凡(Long yifan); 12.钢杖(Gangzhang)，钢刀(Blade)，长

剑(Changjian)，长鞭(Chang bian)，铁锤(Hammer)，木人(Mu ren); 13.兰花(Pretty 
girl)，花丛; 14.石破天(Shi potian); 15.白鹤(Bai he)，洞(hole); 16.鲜果(Xianguo)，
密瓜(Migua); 17.侠客行(Book); 18.火麒麟(Fire kylin); 19.瀑布(waterfall)，油布

雨衣(raincoat) 
(!)留意危险 
 
【侠客岛地图－石室】 
 
[基本剑法]   [基本拳法]  [基本棍法]  [基本招架]  [基本锤法]  [基本硬功]  [基
本内功] 
俠客岛石室3─俠客岛石室─俠客岛石室─俠客岛石室─俠客岛石室─俠客岛石

室─俠客岛石室 
    │                                                                       │ 
俠客岛石室[基本鞭法]                                           [基本杖法]俠客岛

石室 
    │                                                                       │ 
俠客岛石室[读书写字]                                           [基本匕法]俠客岛

石室 
    │                                                                       │ 
俠客岛石室[基本指法]                                           [基本手法]俠客岛

石室 
    │                                                                       │ 
俠客岛石室[基本刀法]                                           [基本拳脚]俠客岛

石室 
    │                                                                       │ 
俠客岛石室[基本爪法]                俠客岛石室2                [基本暗器]俠客

岛石室 
    │                                  │                                   │ 
俠客岛石室─俠客岛石室─俠客岛石室─俠客岛石室1─俠客岛石室─俠客岛石

室─俠客岛石室 
[基本轻功]  [基本戟法]  [基本枪法]  [基本掌法]   [医    术]  [基本斧法]  [基
础梵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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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侠客行 
                                      (石门) 
 
1.妙谛大师(Miaodi dashi); 2.琉璃茄子(Liuli qiezi)，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
麻辣豆腐(Mala doufu)，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 3.愚茶道长(Yucha daozhang) 
 
 
===========================================无敌分

割 线

===============================================
=== 
1. 少林竹林   从少林千佛殿到达摩洞 ---open door;n;sw;se;n;s;w;e;#wa 
500;w;#2 e;s;w;n;nw;n 
2.五行洞   少林监狱一直s，到红色的五行洞后，使用这个路径可以出：

n;w;n;e;s;u;out 
3.少林松树林 少林大门广场东边两步的黄金处到伏魔圈：w;e;s;e;n;n;e;w;s 
           想要从松树林出来，乱走，掉进陷阱，让僧兵把你打晕你就进戒律院了 
4.峨眉云海 云海入口到金顶： n;n;w;e;s;e;e;n;n 
5.太湖树林 树林猎户处到隐者君: s;w;w;e;s 返回：#5 n 
6. 归云庄迷魂阵  归云庄迷魂阵入口 到宝库 : give shouyin to shen 
ling;s;e;n;w;s;w;e;e;e;n;break men 
7.古墓小溪  古墓小溪到古墓密室： swim river;n;n;e;n;n;w;w;n;n;e;ban 
stone;w;w; 
         古墓小溪到九阴真经藏经处 swim river;#2 n;e;#2 n;w;enter xuanwo 
返回：out;s;s;out 
8.天地会暗道 棺材到大厅：ed;#3 s;w;e;#4 n  返回：#4 s;w;n;n;e;n;s;wu 
9.南疆沙漠 天山脚下到沙漠绿洲：sw;nw;nw;sw;se;ne 
10.慕容茶花林 码头到小路：w;n;w;s;s;e;e;w;w  返回：e;s;n;w;n;n;e;s;e 
11.冰火岛树林 入口到谢逊：n;e;n;w;n;s;e;e;n;n  返回：s;s;s;w;e;n;nw 
12.无量山迷魂阵 入口到玉璧：s，e，n，w  返回：#10 e 
13.桃花岛桃林 乱走走到出现提示，XX方向好像是出去的，走到这个房间，然后

四个方向look，就可以看到出口了 
              互博任务请看攻略，和这个不同 
14.明教大沙漠 从渡口到山脚下：  #7 w;#3 n;#3 w 返回：#4 e;#4 s;#4 e 
15.白驼大沙漠或者丝绸之路大沙漠  从丝绸之路到白驼 #10 w 返回：#10 e 
16.新加入的壮族山寨老林迷宫，和苗疆苗岭迷宫，买好罗盘，进去走n，nd，nu
方向，出来走w，wd，wu方向就可以了 
17.桃源黑沼 s;e;n;w;s;s;w;out 
18、沙漠绿洲：小山坡 sw;nw;sw;se;ne；回：sw;nw;ne;se;ne 
19、杭州小院：say 红花老祖本姓朱，为救苍生下凡来 
20:蛇谷荒地：5出口：出去是从五出口w;se;ne 
21:山沟：在白驼山蛇谷荒地深处，蛇谷荒地五路口处，w，nw，ne，n，n可以

到达 

1.2.20 ＮＰＣ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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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图文字版。 

1.2.21 书籍 

备注： 

注 表示不可存（一般也不可当）。 

注 表示不可当。 

注 表示需要自己完成相应任务才能读。 

1.2.21.1 禅宗心法（buddhism） 

1.2.21.1.1 少林诸佛经（0至101） 

可在少林藏经阁一层获得。经书种类颇多，但实际上只有两类。  

般若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可读0至51级。  

无量寿经、大般涅磐经、阿含经、金刚经、波罗蜜多心经，可读0至101级。  

以上9种佛经都可以按照阅读模式进行阅读，并且能够进行经文诵唱。（诵唱

额外提高50级上限）  

可 阅 读 类 书 籍 命 令 请 尝 试 使 用 page [ 页 数 ] 命 令 ， 一 共 包 含

page/pageup/pagedown/chanting四个命令。  

这9种佛经是少林入门任务所必需，如需做入门任务请自行准备一套即可。  

1.2.21.1.2 达摩心经（0至150） 

少林弟子门忠400后找方丈玄慈要。读达摩心经至少需要1级梵文，且阅读效

率于基础梵文等级成正比。  

1.2.21.1.3 长安碑林（100-200） 

具备一定声望(10w)以后，买上（在长安书店）文房四宝，去长安碑林，copy 

shibei，必须具备100级以上才能学到  

1.2.21.2 道学心法（daoxue-xinfa） 

1.2.21.2.1 道德经「第一章」（0至31） 

全真写经房，ask daozhang about 经书，能拿到5本全真道德经其中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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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2 道德经「第十三章」（0至31） 

见上。  

1.2.21.2.3 道德经「第十六章」（0至31） 

见上。  

1.2.21.2.4 道德经「第十八章」（0至31） 

见上。  

1.2.21.2.5 道德经（0至101） 

可在全真校经房拣到，也可问藏经阁道长要到。  

1.2.21.3 基础梵文（fanwen） 

1.2.21.3.1 天竺梵语（1至101） 

明教山下小木屋，look picture，ask lao zhe about picture，给钱就xue fanwen for 

lao zhe 1，之后buy shu可以读。书很贵，20g，貌似目前南侠最贵的书了。  

1.2.21.4 欢喜禅（huanxi-chan） 

1.2.21.4.1 甘珠儿经（0至52） 

10级读书写字，30级欢喜禅后，去摩诃巴思处，ask basi about 写经书，拿

到工具后去大经堂write jingshu。可抄出来的经书共三种，与读书写字等级有关。  

1.2.21.4.2 丹珠儿经（0至82） 

同上。  

1.2.21.4.3 大藏经（0至102） 

同上。  

1.2.21.5 为官之道（leadership） 

1.2.21.5.1 「诗经」（0至50） 

问袁韶要，ask yuan about 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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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5.2 「尚书」（51至100） 

大宋临安府皇城内学士院后堂。  

1.2.21.5.3 「礼记」（101至133） 

大宋临安府皇城内学士院后堂。  

1.2.21.5.4 「周易」（134至166） 

问丁大全要，ask yuan about 五经。  

1.2.21.5.5 「春秋」（167至200） 

问乔行简要，ask yuan about 五经。  

1.2.21.6 读书写字（literate） 

1.2.21.6.1 说文解字（1至101） 

扬州书院朱熹处buy shu，即可获得。（现朱熹已搬家至岳麓书院，扬州书院

只有老夫子，需购此书这可去岳麓书院或者当铺购买，岳麓书院在南昌城西门外）  

1.2.21.6.2 无量山围棋室（101至151） 

在无量山围棋室看残局 watch canju 可以把读书写字从101级提高到151级。

（从天龙寺爬无量山崖壁需要至少80级轻功）  

1.2.21.6.3 圣经（1至101） 

摩西从天上扔下来的，能不能拿到完全靠人品。阅读该书要求的悟性较《说

文解字》低，先天悟性低于20在开始游戏时除了花费潜能学习外，只能读这本书

提高读书写字等级。  

1.2.21.6.4 鬼谷神算（1至181） 

天上掉的天书，悟性达到40才能读，读一次耗精100。  

1.2.21.6.5 孟子（1至251） 

天上掉的天书，悟性达到45才能读，读一次耗精200。  

1.2.21.6.6 长安碑林（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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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一定声望(20w)以后，买上（在长安书店）文房四宝，去长安碑林，copy 

shibei一次需要一组四宝，每10分钟能copy一次。  

碑林的位置在长安城的朱雀门（大概方向： 北-东-东）进朱雀门需要令牌，

到朱雀门（大概方向：南-西-南）的京兆府内室，问ask shaoyin about 通行令， 就

可以进入朱雀门。  

自己的技能有大于200级的（包括武功），就不能抄了 

copy shibei 

你临摹了关于*的碑文，但是似乎过于浅显，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1.2.21.7 大乘涅磐功（mahayana） 

1.2.21.7.1 大乘涅磐经（0至101） 

峨眉山归云馆，就在地上。有两种，look可看出区别，另一种为0至51。  

1.2.21.8 基本毒技（poison） 

1.2.21.8.1 星宿毒经〖上册〗（0至101） 

星宿派，打晕出尘子，enter获得。  

1.2.21.9 兵法战策（strategy） 

1.2.21.9.1 「孙子注」（0至30） 

杭州雄武营解小quest后获得。  

1.2.21.9.2 「三十六计」（31至70） 

各地书摊购买获得，随机刷新。  

1.2.21.9.3 「武经总要」（71至110） 

完成泉州西街曾井铺曾从龙quest获得。  

1.2.21.9.4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111至160） 

临安府凤凰山顶seek获得，2小时刷新一次，如提前去搜索，则重新计时。  

1.2.21.9.5 「黄石公三略」（161至200） 

完成孟珙任务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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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9.6 「诸葛亮兵法」（161至200） 

成都武侯祠凭吊(pingdiao)武侯获得。  

1.2.21.9.7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161至200） 

完成孟珙要求后获得。（8分钟内完成百晓生任务一次）  

1.2.21.9.8 「守城录」（161至200） 

襄阳保卫第三轮时，找到吕宅的吕文德获得。 ask lv about 守城录  

1.2.21.10 道学心法（taoism） 

1.2.21.10.1 道德经「第一章」（0至31） 

复真观二、三层可以拿到。  

1.2.21.10.2 道德经「第二章」（0至31） 

复真观二、三层可以拿到。  

1.2.21.10.3 道德经「第八章」（0至31） 

复真观二、三层可以拿到。  

1.2.21.10.4 道德经「第十三章」（0至31） 

复真观二、三层可以拿到。  

1.2.21.10.5 道德经「第十六章」（0至31） 

复真观二、三层可以拿到。  

1.2.21.10.6 道德经「上卷」（0至51） 

复真观二、三层可以拿到，可以阅读（page）  

1.2.21.10.7 道德经「下卷」（0至101） 

ask 谷虚道长 about 道德经，可以阅读（page）  

1.2.21.10.8 长安碑林（100-200） 

具备一定声望(10w)以后，买上（在长安书店）文房四宝，去长安碑林，copy 

南侠wiki  第207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shibei，必须具备100级以上才能学到  

1.2.21.10.9 庄子 

庄子分为内篇上下卷，外篇上下卷，杂篇上下卷，分别对应上限81，71，61，

都可以阅读（page）  

复真观四层  

1.2.21.10.10 阴符经（0至61） 

复真观四层，可以阅读（page）  

1.2.21.11 基本刀法（blade） 

1.2.21.11.1 飞沙走石十三式（0至101） 

扬州财主家找到田伯光，ask tian about 淫贼，他会问你敢不敢接他三招，

accept后拿到。  

1.2.21.11.2 天龙八部（101至180） 

可分别读blade和sword至180级。80级skills打不过守门的，见不到虚竹。当

铺里的虚竹也可以用，不过那不是正常流程。阅读方式是read tianlong xxx，比如

read tianlong 5  

去灵鹫宫见虚竹，ask xu about 梦姑； 

去西夏皇宫，回答门卫answer 送信； 

公主，ask princess about 梦郎，拿到一封信； 

回去找虚竹，give letter to xu； 

把虚竹带到西夏皇宫见公主，他们会一起离开； 

再去灵鹫宫，ask xu about 天龙八部 ，即可拿到。 

动作够快，移动到公主寝宫的同时ask xu about 天龙八部，也可以拿到书，不用多跑一趟。  

1.2.21.12 基本爪法（claw） 

1.2.21.12.1 石板（0-30） 

又名易筋经拳法篇，能读除unarmed外的所有空手功夫到30级。  

在少林寺碑林处：say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4 pull stone up;#3 push stone 

down，下去以后在地上就能找到。  

这个密室内可study table，能将除unarmed外的所有空手功夫提升至10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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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哪一种功夫随机，无法指定。  

这个study table没有busy，可以 #n study table 方式，关于提升哪一种，这个

每次不同，比如 #30 study table，那么所有的技能都会有一些增长，不过不是相

同的。  

另外要特别说明，目前一种增长5种功夫，假设有一种已经到100，那么上面

的30次，就会有一些浪费掉。如果是掌法到了，那么还会继续study 掌法，就浪

费了一次。  

1.2.21.12.2 爪法入门（0至51） 

洛阳镖局门口，一两黄金购得。  

1.2.21.12.3 鹰爪功秘诀（0至151） 

拿着四宝进梅庄，丁坚处look drawing，ask ding about 剑术，分别向梅庄四

友打听任我行，fight嬴了之后给四宝拿到钥匙，在黄钟公的卧室里，look table，

search table，有几率拿到。  

四宝中的广陵散很不好弄，拿这本书又要消耗四宝，且还未必能拿到，所以

不必强求。 读书要35悟性。低悟性的别靠这个了。  

1.2.21.13 基本拳法（cuff） 

1.2.21.13.1 石板（0-30） 

又名易筋经拳法篇，能读除unarmed外的所有空手功夫到30级。详细内容见

“基本爪法”部分。  

1.2.21.13.2 拳法入门（0至51） 

洛阳镖局门口，一两黄金购得。  

1.2.21.14 基本匕法（dagger） 

1.2.21.14.1 机关人（1至151） 

明教弟子可以找明教武场机关人提高，需要jifa dagger shenghuo-lingfa，拿匕

首bo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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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14.2 古刺客秘籍（0至101） 

神龙教弟子门忠500后跟陆高轩要。  

1.2.21.15 基本轻功（dodge） 

1.2.21.15.1 旧竹片（0至30） 

扬州中央广场爬树可以涨到50 又名易筋经轻功篇，达摩洞内获得。读完之

后带在身上走达摩洞，可涨dodge至101（help kungfu-book此处有误）。但走一次

只增加先天悟性点数的dodge，速度较慢。 慕容chai桩，凌霄看雪，大理爬壁都

能涨基本轻功，推荐凌霄看雪（可以到200级）。基本过了125就可以去少林钟鼓

楼跳楼了  

1.2.21.16 基本指法（finger） 

1.2.21.16.1 石板（0至30） 

又名易筋经拳法篇，能读除unarmed外的所有空手功夫到30级。详细内容见

“基本爪法”部分。  

1.2.21.16.2 指法入门（0至50） 

洛阳镖局门口，花1两金子可以购得。  

1.2.21.16.3 六脉神剑剑谱(0至151） 

天龙寺弟子门忠1000以上，跟枯荣大师要。  

1.2.21.17 基本内功（force） 

1.2.21.17.1 内功入门（0至15） 

凌霄城尚武书局，5 silver购得。  

1.2.21.17.2 薄绢（0至30） 

又名易筋经修行篇，少林寺大雄宝殿磕头（ketou）获得。读完之后带在身

上继续磕头，可涨force至101。连续磕头40次左右要离开之后回来继续磕，否则

容易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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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17.3 太极十三势（0至31） 

武当弟子找宋远桥打听秘籍即可获得。  

1.2.21.17.4 桃花岛内功（0至31） 

在归云庄陆乘风的书房里，打晕看门的总管，进去翻书架search book。  

1.2.21.17.5 洗髓经（101至180） 

少林弟子门忠400后找方丈玄慈要。读洗髓经至少需要1级梵文，且阅读效率

于基础梵文等级成正比。  

1.2.21.17.6 射雕英雄传（0至180） 

可分别读force和parry至180级。阅读方式是read shediao xxx，比如read shediao 

5  

襄阳-郭府ask 女拥 about 郭大侠得纸条 

襄阳-帅府中ask 郭靖 about 报国，去北门一直往北走。（这一步可以省略） 

蒙古营门answer 送信，kill 蒙哥，get fu，回襄阳把兵符给郭靖give fu to guo。 

1.2.21.17.7 长安碑林（100-200） 

具备一定声望(10w)以后，买上（在长安书店）文房四宝，去长安碑林，copy 

shibei，必须具备100级以上才能学到  

1.2.21.18 基本手法（hand） 

1.2.21.18.1 石板（0-30） 

又名易筋经拳法篇，能读除unarmed外的所有空手功夫到30级。详细内容见

“基本爪法”部分。  

1.2.21.18.2 手法入门（0至51） 

洛阳镖局门口，一两黄金购得。  

1.2.21.19 基本招架（parry） 

1.2.21.19.1 招架入门（0至25） 

凌霄城尚武书局，5 silver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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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19.2 铁手掌（0至30）  

又名易筋经攻防篇，少林寺武器库问打铁僧要。要到的hand有可能是假的，

如look后没有“易筋经攻防篇”字样则drop重新要，出真的频率不太高。读完后

带在身上，于战斗状态下study hand可提升parry至101级。  

1.2.21.19.3 射雕英雄传（0至180） 

可分别读force和parry至180级。参见基本内功部分《射雕英雄传》的拿法。  

1.2.21.20 基本枪法（spear） 

1.2.21.20.1 枪法总诀（0至120） 

扬州醉仙楼二楼雅座单间，在醉汉面前喝酒，他会问你买不买万年醉（list）。

花10两黄金买下后，到云台街酒馆处，把万年醉给沈千盅即可获得，有几率。  

1.2.21.21 基本剑法（sword） 

1.2.21.21.1 剑法入门（0至30） 

凌霄城尚武书局，5 silver购得。  

1.2.21.21.2 华山剑谱（0至101） 

华山脚下小山村小巷尽头，跟小流氓打听王小二，再到玄坛庙enter hole见到

王小二，跟他打听偷鸡的事，bihua嬴过他即可获得。  

1.2.21.21.3 天龙八部（101至180） 

可分别读blade和sword至180级。详细拿法参见基本剑法部分《天龙八部》的

拿法。  

1.2.21.22 基本杖法（staff） 

1.2.21.22.1 棒法秘籍（0至111） 

丐帮弟子问鲁有脚要，需要1000门忠。  

1.2.21.23 基本掌法（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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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3.1 石板（0-30） 

又名易筋经拳法篇，能读除unarmed外的所有空手功夫到30级。详细内容见

“基本爪法”部分。  

1.2.21.23.2 掌法入门（0至51） 

洛阳镖局门口，一两黄金购得。  

1.2.21.23.3 掌法秘籍（0至60） 

襄阳绸缎庄买一块大红土布，再去民宅，ask li about 小兰，give li tubu，再

到对方找到小兰，ask lan about 李大哥，give tubu to lan，离开时老丈就会把书给

你。如果只是为了做一灯任务学掌法，这本书是不错的选择。  

1.2.21.23.4 铁八卦（0至100）  

只有桃花岛弟子能用。归云庄曲灵风处，奇门八卦一定等级后，ask qu about 

铁八卦。pai bagua，可以提升基本掌法至100级。基本掌法100级后，满足一定条

件继续pai，可学会落英神剑掌。  

1.2.21.23.5 开山掌法精要（0至151） 

见《鹰爪功秘诀》的拿法。 梅庄。梅庄。进门要四宝，四宝凑齐不容易。 读

书还要35悟性。 新人学基本，还是放弃这本书吧。  

1.2.21.24 基本暗器（throwing） 

1.2.21.24.1 天山器法（0至101） 

星宿派弟子可以跟摘星子要，需要门忠。  

1.2.21.25 基本拳脚（unarmed） 

1.2.21.25.1 石板（0-30） 

又名易筋经拳法篇，能读除unarmed外的所有空手功夫到30级。详细内容见

“基本爪法”部分。  

1.2.21.25.2 拳脚入门（0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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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镖局门口，一两黄金购得。  

1.2.21.26 基本鞭法（whip） 

1.2.21.26.1 鞭法秘籍（0至101） 

嘉兴南湖找到李莫愁，ask li about 鞭法秘籍，她会杀提问的人，杀掉搜身就

可以拿到。  

1.2.21.27 血刀经 

1.2.21.27.1 血刀秘籍（0至102） 

湖边小店干掉大丑，搜出春宫图，去入幽口找宝象，ask bao xiang about 血

刀秘籍，再问他交换，把春宫图给他即可获得。  

1.2.21.28 凌波微步（lingbo-weibu） 

1.2.21.28.1 凌波微步图谱（0至101） 

天龙寺无量山下climb上去，接着climb yafeng，需要有效dodge约125左右。

琅嬛福地前push stone，进去后一直e，push men，图谱就在地上。基本dodge小于

100，回来时过桥可能会摔死，慎。  

1.2.21.29 北冥神功（beiming-shengong） 

1.2.21.29.1 北冥神功图谱（0至121） 

进琅嬛福地的方法见《凌波微步图谱》的拿法。玉像前连续ketou就能拿到，

磕头超过40次后要走动一下，以免晕倒。 读北冥需10W经验30悟性。  

1.2.21.30 碧血心法（bixue-xinfa） 

1.2.21.30.1 「丹心诀」（200-350） 

岳王墓内push coffin得到，有几率。  

1.2.21.31 楚氏内功（chu-force） 

1.2.21.31.1 楚氏内功秘籍（0至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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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杀手帮欧阳敏拿堂主令，到杀手帮妓院给老鸨50 gold， sleep xxx，然后

去杀手帮后山山顶push stone见护法可以拿到楚氏内功秘籍，可以读chu-force到

250。100W exp后才能读。  

1.2.21.32 九阴神功（jiuyin-shengong） 

1.2.21.32.1 九阴真经（0至先天悟性×5+50）  

在终南山断龙石附近找到杨女，ask 杨女 about 九阴真经，她会跟你要鞭法

秘 籍 。  从 李 莫 愁 身 上 拿 到 后 给 她 ， 然 后 去 终 南 山 小 溪 处 ， swim 

river;n;n;e;n;n;w;enter xuanwo，就能拣到。 游泳是消耗气的，气不够的话会淹死。  

读九阴真经需要10w经验30点悟性，前101级需要literate，101级以后需要钻

研，并且需要梵文100，literate 100，daoxue-xinfa 100，钻研的最高等级为(先天

悟性+10)*5。  

1.2.21.33 玉女心法（yunu-xinfa） 

1.2.21.33.1 玉女心经（0至51） 

在古墓的陆无双处，古墓弟子可以ask lu about 玉女心经，她就会给你  

1.2.21.33.2 玉女心经「下」（51至101） 

在寒玉床处，search bed 可以获得，不过刷新的比较慢，有时候在当铺有卖  

1.2.21.34 混元一气功（hunyuan-yiqi） 

1.2.21.34.1 易筋经内功篇（101至302）  

游戏中时有江湖传闻，某地有飞贼出没，将其杀死后可能从其身上搜到。  

1.2.21.35 葵花神功（kuihua-shengong） 

1.2.21.35.1 葵花宝典（0至251） 

跟东方不败打听葵花宝典、黑木令，凭令进梅庄，向丹青生打听任我行，会

问你是否下毒，为了省事选yes吧，给东方不败就可以了。  

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可以读葵花神功到251级，辟邪剑法到200级，但辟

邪剑法等级不能超过葵花神功。读葵花神功160级后会走火，需要心法配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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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样是跟东方不败要，一旦读宝典出现提示，du一下心法就可以了。  

1.2.21.36 易筋经神功（yijin-jing） 

1.2.21.36.1 易筋经推脉图（0至 (fy+lx+wx+30)*5）  

持屠龙刀和持有倚天剑的玩家战斗，刀剑俱断，可以得到《易筋推脉图》和

《倚天屠龙记》。  

读（read）推脉图的要求为500级基本内功，450级医术，并且跟谢逊拿过屠

龙刀。而跟谢逊要屠龙刀，需要先在冰火岛后洞钻研（zuanyan）400级七伤拳。  

1.2.21.37 浩气苍冥功（cangming-gong） 

1.2.21.37.1 云龙经「上卷」（25至51） 

天地会弟子门忠100后向陈近南打听云龙经，浩气苍冥功小于50级时可获

得。  

1.2.21.37.2 云龙经「下卷」（50至101） 

同上，浩气苍冥功50级以上可获得。（经测试只有浩气苍冥功100级以上才能

获得，所以自取自用没有意义，还是请师兄们帮忙吧）  

1.2.21.38 紫霞神功（zixia-shengong） 

1.2.21.38.1 紫霞秘籍（0至100） 

需25后天悟性，经验值10k。  

华山山门打晕陆大有，从他身上可以找到。但是带着秘籍遇到劳德诺会被追

杀，80级skills打不过的，小心。  

每一本紫霞秘籍阅读时消耗的精神都不相同，最少的能低至15，高则消耗40

甚至更多，在房间store或当铺dang会导致该值变化，应善加利用本特点。  

1.2.21.39 兰花扶穴手（fuxue-shou） 

1.2.21.39.1 兰花扶穴手秘诀（0至102） 

归云庄，问阿香关于烟斗的事。拿到烟斗后给总管，获得铜哨。搞定阿香后，

blow pipe吹哨子，会冲出来一个还算厉害的疯子，将其搞定。爬上桃树，pick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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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桃子，给挡路的老猴子。进假山洞后搞定几只小猴子，就可以拿到。  

1.2.21.40 乾坤大挪移（qiankun-danuoyi） 

明教弟子可以到密室（明教密室外面）练习parry提高乾坤大挪移，消耗的潜

能介于学习与切磋之间。明教弟子进明教密室需找小昭，在明教密室break 无妄

石壁，可到密室。  

1.2.21.41 马屁神功（flatter） 

1.2.21.41.1 马屁宝典（0至101） 

南昌朱熹处，buy baodian，2 gold。  

1.2.21.42 金蛇游身掌（jinshe-zhang） 

1.2.21.42.1 「金蛇秘笈」下册（0至300） 

正午时分，于华山舍身崖ed;wu;westup不停按，直到上了紫气台。身法大于

60的话可以down，之后break dong进去找到skeleton，bury skeleton两次，然后open 

small box（好奇心可以杀死一只猫……若进去看到box已经在地上，不要去open 

box，否则被毒死。！）可获得三本金蛇秘籍。书只能在该处读，而且只有无门

派id才可以练习金蛇系列的武功。 ps:顺路那个金蛇剑回家存了，再进洞看书。  

1.2.21.43 辟邪剑法（bixie-jian） 

1.2.21.43.1 葵花宝典（0至180） 

福州福威镖局林震南处，分别打听福威镖局、远图公、辟邪剑法、铜钱。去

天山杂货铺买卖提处买火折，到泉州向阳老宅，break men，n，d，在井中use fire，

看到路后钻进去，press xxxx（林镇南告诉的铜钱数），climb xiang，jump liang，

move jia sha，便会得到。需要身法20，可以用大米帮忙。  

读辟邪剑法之前必须自宫，扬州城东找到海公公，打听自宫的事即可。  

1.2.21.43.2 葵花宝典（0至201） 

跟上面的不同，是东方不败的版本，见“葵花神功”下“葵花宝典”的拿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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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44 英雄剑法（hero-jianfa） 

1.2.21.44.1 英雄剑法秘籍（0至171） 

参考四十二章经正蓝旗的拿法，三分之一的几率获得，不太好弄。  

1.2.21.45 金蛇剑法（jinshe-jian） 

1.2.21.45.1 「金蛇秘笈」上册（51至300） 

拿法见“金蛇游身掌”，读这本书之前，需要在该处watch map读金蛇剑法

至50级。  

1.2.21.46 雪山剑法（xueshan-jianfa） 

1.2.21.46.1 雪山剑谱（0至25） 

凌霄城尚武书局，25 silver购得。  

1.2.21.47 碧血丹心剑（danxin-jian） 

1.2.21.47.1 丹心剑谱「上册」（0至71） 

天地会弟子门忠100后向陈近南打听丹心剑谱，碧血丹心剑小于70级可获

得。  

1.2.21.47.2 丹心剑谱「下册」（70至121） 

同上，碧血丹心剑70级以上可获得。  

1.2.21.48 金蛇锥法（jinshe-zhui） 

1.2.21.48.1 「金蛇秘笈」中册（0至300） 

拿法见“金蛇游身掌”。  

1.2.21.49 九龙鞭（jiulong-bian） 

1.2.21.49.1 九龙鞭法（0至60级） 

天地会弟子门忠100后，向陈近南打听九龙鞭法，即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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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50 圣火令法 (shenghuo-lingfa) 

1.2.21.50.1 圣火令（0至101） 

明教弟子拜张无忌后，跟张无忌要。yanjiu圣火令需要会梵文，且效率与基

础梵文等级成正比。  

1.2.21.51 少林武集（0至100）  

风云手手法、如来千叶手手法、大金刚拳法、罗汉拳法、般若掌法、散花掌

法、龙爪功法、鹰爪功法、拈花指法、一指禅功、慈悲刀法、修罗刀法、韦陀棍

法、醉棍棍法、无常杖法、普渡杖法、伏魔剑法、达摩剑法，少林寺藏经阁内的

地上有。每次更新的种类不定，均可读对应功夫0至100级。  

1.2.21.52 天魔秘籍(Tianmo miji) 

一本残破的古书，上面描绘的古怪的图案。  

read miji 你翻看天魔秘籍，立刻有所顿悟！ 你的「天魔解体大法」进步了！ 

天魔秘籍已经残破不堪，经你翻动，立刻化成了片片粉尘。 set tianmo-jieti <任

何内容>，在死亡时会自动发动天魔解体大法。unset tianmo-jieti则关闭。  

1.2.21.53 金庸全集 

1.2.21.53.1 飞狐外传 

胡斐（关外，从船厂坐船过去）跟你要七心海棠，从程灵素那里打听到苏州

东门出去有，从洛阳唐记水果买香蕉，给挡路的猴子，拿回七心海棠给胡斐即可

拿到。  

1.2.21.53.2 雪山飞狐 

胡斐处，问他关于苗人凤的事（多问几次），等他问你砍不砍的时候，answer 

不知道。经验需要达到50m才可以。  

1.2.21.53.3 连城诀 

狄云（和胡斐在一起）跟你要血刀秘籍，拿到交给他就行。  

1.2.21.53.4 天龙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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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读刀法、剑法的拿法一样，经验大于50m时可获得。  

1.2.21.53.5 射雕英雄传 

跟读内功、招架的拿法一样，经验大于50m时可获得。  

1.2.21.53.6 白马啸西风 

拿鸳刀和鸯刀 

1) 关外长白北城找到落第秀才，ask xiu cai about 鸳鸯刀，给200gold信息

费。（给了之后若退出过，进入宝藏后无法search 到刀） 

2) 胡斐处，ask hu about 闯王宝刀，并根据他的要求抓来阎基给胡斐，得

到闯王宝刀，如果说已经被拿走就杀掉胡斐等刷新。（拿宝刀需要10万

声望和10万正神） 

3) 在集市皮货商那里买件皮裘穿上，然后去小木屋找雪山隐者，给他一个

女娲石，问他破冰斧，得之 

4) 进入雪洞迷宫，找到有bingbi的房间wield axe，break bingbi，sw，杀掉

大白熊，loot corpse 拿熊心（大白熊很猛，最好上手缠，如果被他扑倒

要jiali max，struggle） 

5) 出来把熊心给雪原小店的小二，问他闯王宝藏，他会给你登山靴，没有

刷新的话就杀了他等更新 

6) 穿上登山靴，去地图最北面，爬到天寒山顶，用闯王宝刀进闯王宝藏（put 

baodao in stone，turn stone，down），在宝藏里不断search，直到拿到两

把刀。 

拿书 

1) 从绿柳山庄出发，进沙漠迷宫的第一格，一直kan到出现提示，enter hole 

2) 进去后分别在两间侧室 put yuan dao，put yang dao，然后回到铁门前，

push men，north，open box 就能拿到《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 

1.2.21.53.7 鹿鼎记 

找韦小宝，会问你要八部《四十二章经》中的一本，找来给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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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53.8 笑傲江湖 

日月教农家小院的柴房里，move wood会出现曲青，给他有水的葫芦或酒袋，

他会给你《笑傲江湖曲谱》。洛阳小舍找到任盈盈，打听令狐冲得到信。华山玉

女峰东边来到后山小路，climb xuanya，up，climb west找到令狐冲，给他信，把

令狐冲带回任盈盈处。ask ren about 曲长老，然后把曲谱给任盈盈，有可能获得

《笑傲江湖》、《广陵散》或一把琴。  

1.2.21.53.9 书剑恩仇录 

回疆找到霍青桐，打听书剑恩仇录，跟你要古兰经。去关外香肉馆找到关东

四魔哈合台，打听古兰经，男性且unarmed有500级的话，answer 好摔跤嬴了他，

又叫你去找大魔。在南城找到滕一雷，打听古兰经的事，要求带回三魔的消息。

土窑馆找到焦文期杀之，获得铁牌，给大魔，得知经书被五魔抢了。从长白瀑布

nu上去到鸡冠砬子，跟阎世魁打听古兰经，杀之获得，送去给霍青桐即可。  

1.2.21.53.10 神雕侠侣 

问杨过，找你要藏红花。招财大店里屋问肖老头，然后去找王大力要钉鞋和

冰镐。穿上钉鞋装备冰镐，于正午时分从大轮寺灵塔林爬到问天台，climb up到

绝顶，look hua;cai hua，给杨过送去即可。  

1.2.21.53.11 侠客行 

问龙岛主自创武功，然后去花园有很多girl的地方bo hua，找到石破天，问他

侠客行和钥匙，answer yes，扣掉1000gold存款，他会给你钥匙，去闭关室search

直到搜出来，从闭关室出来会掉1W声望。  

1.2.21.53.12 倚天屠龙记 

同《易筋经推脉图》。  

1.2.21.53.13 碧血剑 

学若干级金蛇系列的武功（如果只是为了拿书，在华山紫气台石洞内看石壁

学50级金蛇剑法即可），装备上从鳌拜密室找到匕首，到北京诚意客栈后院，ci 

wall，累计有6次提示“房中立时传来一声惨叫”后，进东客房独臂神尼会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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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谢。打听袁承志，再打听碧血剑，就能拿到了。（每15分钟系统刷新后，可以 ci 

wall 两次，速度要快，不然刷新出来的喇嘛就被房中的神尼杀死了）  

如果给独臂神尼任意一本《四十二章经》的话，还可以学到神行百变，不过

只有无门派才可以练。  

1.2.21.53.14 鸳鸯刀 

见《白马啸西风》。  

1.2.21.53.15 越女剑 

拿七心海棠的地方，dig即可。  

1.2.21.54 四宝 

1.2.21.54.1 广陵散 

参见《金庸全集》中《笑傲江湖》的拿法。  

1.2.21.54.2 呕血谱 

华山玉泉院李铁嘴处，ask teller about 四宝，给5 gold信息费拿到一张条子。

去无量山残局处，move canju即可拿到。  

1.2.21.54.3 溪山行旅图 

六盘山星宿黑店，就在墙上。  

1.2.21.54.4 率意贴 

南昌朱熹处，杀之。  

1.2.21.55 四十二章经 

正红旗：康亲王府佛堂 

1) ask puren about 四十二章经； 

2) give puren 10 cash; 

3) ask puren about 四十二章经； 

4) climb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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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ao foxiang；可能一次掏不到，多掏几次 

6) move table; 

7) qiao brick;(要装备兵器才行) 

8) unlock lock 

镶红旗：慈宁宫门口杀死瑞栋。搜身。 

正蓝旗：平西王府宝库，有一定几率，可能是英雄剑谱，鱼肠刺。（需要有

一定的fullme时间，增加一些经验，才可能拿到东西。） 

1) 找萍水逢，ask ping about 射月弓，干掉之； 

2) 找吴三桂，ask wu about 射月弓;give wu gong 

3) 进 密 室 ， push desk;d;light lampn;light lamps;light lampe;light 

lampw;d;break men;d;open cabinet 

镶蓝旗：慈宁宫，move bedding和open cabinet，需要打败假太后，有一定

几率（可能是cash、经书、真太后），大概一个小时才刷新一次，别跑太勤快。 

正白旗：鳌拜府，打败鳌拜后，move pi;open door，下去search，有一定几

率（可能是真丝宝甲、匕首），可能打不开门板，会晕倒。（需要有一定的fullme

时间，增加一些经验，才可能拿到东西。） 

镶白旗：慈宁宫太后处，同镶蓝旗。 

正黄旗：上书房，move xianglu可获得。但自己拿的话会被通缉，可以去慈

宁宫西边找建宁，ask gongzhu about 四十二章经。 

镶黄旗：鳌拜府，同正白旗。 

1.2.21.56 非书籍类 

1.2.21.56.1 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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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zhuang 可以消耗精来踩桩，涨dodge，一直到经验支持上限 

zhai lianpeng无消耗涨finger  

1.2.21.56.2 扬州ct大树 

climb tree 消耗一定气血来爬树，可以涨dodge，最高到50 (初期没有什么内力，建议yun qi后再爬)  

1.2.21.56.3 大理承光壁 

climb wall可同时提升基本轻功（dodge）和基本指法（finger）至100级。  

1.2.21.56.4 大轮寺钟鼓楼 

在此处敲鼓（knock gu）可提升基本锤法（hammer）至62级，撞钟（knock zhong）可提升至100级。  

1.2.21.56.5 大轮寺大经堂 

大轮寺大经堂内禅定(chanding)可以提升欢喜禅至301级，之后可利用冥想（mingxiang）提升至501级。  

1.2.21.56.6 峨眉山云台 

在此处静坐（jingzuo）可无限提升大乘涅磐功（mahayana）。  

1.2.21.56.7 武当静修阁 

在此处悟道（wudao）可提升道学心法（taoism），要求taoism达到120，上限=经验支持的技能等级

*1.5+先天悟性*15+1。  

1.2.21.56.8 少林寺禅院 

少林寺弟子禅宗心法150级，并闯过罗汉大阵后可以来此处参禅，提升禅宗心法上限=经验支持的技能等

级*1.5+先天悟性*15+1。  

1.2.21.56.9 少林寺钟鼓楼 

有效轻功125级后爬上少林寺钟楼鼓楼最高层再out跳下来，可无限提高dodge，跳一次提高dodge*4小

点。  

有效轻功或精气不足时可能摔晕甚至摔死，慎！  

1.2.21.56.10 无量残局 

无量山琅嬛福地内有一盘残局，watch canju可提升读书写字（literate）至151级。如何上无量山请参考

《凌波微步图谱》的拿法。  

1.2.21.56.11 无量玉壁 

过无量山迷魂阵可达，能提升基本剑法（sword）至15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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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56.12 凌霄踏雪 

凌霄城外雪地，在房间描述中提示可以 look snow 的地方不断地 look snow ，直到出现提示可以 

walk，就 walk snow，可提升基本轻功（dodge）至201级，需要dodge>=50。（look snow 的时候

有概率被雪刺伤眼睛，等待一段时间即可恢复）  

1.2.21.56.13 凌霄练武场 

木桩(zhuang)可以da zhuang或strike zhuang，提升基本招架(parry)至120级，要求parry>=20。 

沙袋(shadai)可以pai shadai、ti shadai、zhua shadai、chuo shadai，分别提升基本掌法(strike)、

基本腿法(leg)、基本爪法(claw)、基本指法(finger)。 

非雪山弟子也可使用练武场的设施，但有概率被打断并busy一小段时间。 

1.2.21.56.14 华山千尺幢 

从千尺幢su到百尺峡可以提升基本轻功(dodge)到30级，每走一次耗精和气各10点。  

1.2.21.56.15 长安碑林 

具备一定声望(10w)以后，买上（在长安书店）文房四宝，去长安碑林，copy shibei，提供一些基础技能

提升，每10分钟一次，每次获得技能提升随机，目前范围是读书写字、taoism、buddhism、医术、force。

最高不超过200级。当然每种碑文要求不同。  

1.2.22 道德系统 

道德，顾名思义，就是玩家操纵的人物进行的善恶行为的数据统计，是侠客

或魔头的评判标准，会影响到拜师、学艺，甚至战斗 

1.2.22.1 道德功用 

1) 影响某些门派武功的学习，如武当的太极神功、星宿的化功大法  

2) 影响拜师要求，如拜武当张三丰需要5w道德  

3) 道德没有达到某些要求会被师傅开除，如道德小于5k会被张三丰开除  

4) 某些perform有道德要求  

5) 道德值的高低，对侠客岛功夫中，侠客拳脚的perform豪气干云的判定有

很大影响 

1.2.22.2 道德获取 

道德获取方式有如下这些（可能不全） 道德单次获取上限为一万 

正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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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王墓凭吊pingdiao，每次有100道德 

 杀掉比自己exp高的，有负道德的npc，能够获得一定的正道德，如岳

王墓风波亭两个大内高手，星宿派的丁春秋等。初期有一定功夫后（比

如武当有几十级功夫，能出缠），可以尝试杀星宿的npc，如狮吼子之

类的，如果你exp比较低，会有道德 

 日月神教农夫，ask about 华山派，直到他主动对你叫杀，然后杀掉，

把地图拿给岳不群，有5000道德 

 岳王墓风波亭的秦桧，不管多少exp杀掉都有1w道德，不过有两个大内

高手保护，想单杀的话5M经验以上再考虑 

 峨眉厢房（清音阁东边）宋青书，杀掉后佩剑拿给宋远桥，有5000 

 武当新手任务杀土匪，可以攒很多道德（注意真死一招晕危险） 

 一切武器防具都能使用donate指令捐献给襄阳，酌情奖励道德（从几点，

几十点，到几百点甚至上千点不等，和武器伤害值和防具防御值有关，

随机装备还和孔数有关） 

 道德小于等于0时吃九转熊胆丸（俗称的丸子），道德+1000 

负道德 

 杀掉有正道德的npc，如张三丰，王重阳，毫毛等 

 道德大于0时吃九转熊胆丸（俗称的丸子），道德-1000 

 马屁神功的求饶和三阴绝户掌的绝户，成功一次减1000道德（可能有

上限） 

 把日月神教农夫的地图拿给童百熊，一次-5000道德 

1.2.22.3 清空道德 

 少林寺达摩洞面壁，可以清空道德。 少林或峨眉出家，道德会清零。 

1.2.23 新人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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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新人200K以前做这个任务:  

1.2.23.1 任务流程 

先去找长安游方和尚ask seng about quest 找到线索，按照自己选择来挑选任

务 分为：  

 从军（加1先天臂力）， 

 除三害（加1先天悟性）， 

 游历（加1先天身法/福缘） 

加先天为有几率，几率很低  

1.2.23.2 侠之大者 

select 1 
游方和尚说道：「你选择了帮助郭大侠，去襄阳完成从军任务吧。」 

 

襄阳东街-客厅 

客厅 

    中年女佣(Nvyong)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south 和 north。 

> ask nvyong about 郭大侠 

你向中年女佣打听有关『郭大侠』的消息。 

中年女佣深深地叹了口气。 

女佣给了你一张便条。 

中年女佣说道：「郭大侠很少回家，你得到帅府去找他.有了这张便条， 

                那守门的就会让你进去了」 

 

襄阳-郭府 

你向郭靖打听有关『从军』的消息。 

郭靖说道：「军中壮士需要强壮的体力，你去东街的武馆练练石锁，到达一定程度再来找我吧。」 

 

 

襄阳-武馆 

练功场 

    二位太乙武馆弟子 武馆弟子(Wuguan dizi) 

    二具石锁(Shi suo)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east。 

 

 

ask jiaotou about 练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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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武馆教头打听有关『练臂力』的消息。 

武馆教头说道：「那好吧，既然你要为国效力，那去练功房举举石锁，也可以练练臂力。」 

get shi suo 
你捡起一具石锁。 

> ju 
你缓缓举起石锁，再缓缓放下。 

……………… 

你缓缓举起石锁，再缓缓放下。 

你觉得自己已经把身体练得很棒了，可以去找郭大侠从军了。 

 

 

襄阳-郭府 

ask guo about 从军 

你向郭靖打听有关『从军』的消息。 

郭靖道：好吧，既然你达到了我的要求，那就为国效力吧。 

完成襄阳从军的Quest，你获得了五千点经验！ 

你获得了『侠之大者』的称号！ 

1.2.23.3 降龙伏虎 

游方和尚说道：「你选择了帮助周处，去义兴（镇江府往南）完成除三害任务吧。」 

 

                                                

周处家 -  

    这里是义兴县周处家，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west。 

    周处(Zhou chu) 

 

周处对你说道：你可以向我打听有关做人的道理，除三害，quest，三害，name的内容！ 

 
你向周处打听有关『除三害』的消息。 

周处说道：「城北山林深处的猛虎经常伤人，我却脱不开身，你去帮我把它干掉。」 

 

zhui 

 
你看见老虎的踪迹，紧紧跟了上去。 

 

山林深处 -  

    山林深处，这里据说有猛虎出没。 

    「高秋」: 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有了黎明的颜色。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out。 

一声虎啸，一只猛虎从山林里冲了出来。 

看起来老虎想杀死你！ 

 

老虎终于被你打死了，掉下的虎皮可以交给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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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处说道：「你竟然抢先于我，打死了猛虎？嘿嘿，真不错啊。」 

你给周处一块虎皮。 

> 之前的大战让你获益匪浅。 

你的经验增加了426点。 

 
你向周处打听有关『除三害』的消息。 

周处说道：「城西有蛟龙吃人，我却脱不开身，你去帮我把它干掉。」 

 

你看见深水处有蛟龙翻腾，立刻准备潜(qian)下去。 

 
你潜下水去，准备降伏蛟龙。 

 

龙潭 -  

    这里是湖底，盘踞着一条恶龙，经常夺人性命。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up。 

恶龙猛地游了出来，缠住了你。 

看起来恶龙想杀死你！ 

 
恶龙终于被你打死了，几片龙鳞掉落下来，可以交给周处！ 

 
周处说道：「你竟然抢先于我，打死了蛟龙？嘿嘿，真不简单啊。」 

你给周处一片龙鳞。 

> 之前的大战让你获益匪浅。 

你的经验增加了223点。 

 

> 你向周处打听有关『除三害』的消息。 

周处说道：「城里的人都很怕我，为此我很苦恼，你能帮帮我吗？」 

你突然想到：陆机、陆云正在县城府衙做客，也许你可以请他们指点周处。 

 

县城府衙 -  

    这里是义兴县令的府衙，几个衙役在门前懒懒的守卫着。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out。 

    陆机(Lu ji) 

    陆云(Lu yun) 

 

你向陆机打听有关『teach』的消息。 

陆机说道：「其实，还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别的不懂的地方去问陆云吧。」 

 

你向陆云打听有关『teach』的消息。 

陆云说道：「其实，还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你回去告诉周处『做人的道理』吧。」 

 

> 你向周处打听有关『做人的道理』的消息。 

你向周处讲解做人的道理，周处认真地听着，不时提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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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传闻】莎莉文完成了除三害的任务。 

完成除三害的Quest，你获得了五千点经验！ 

你获得了『降龙伏虎』的称号！ 

 

看，真给力      【 散  人 】降龙伏虎 莎莉文(Mfan)   

1.2.23.4 神行千里 

就是个探地图的任务，发现各种城市，任务完成要求的是发现地区的总数，

所以新ID需要走很多个地方（十分多！个人经验是长江两岸都跑遍，黄河北岸两

地择其一）。  

发现地图需要系统提示：你发现了牙山/福州/张家口等等各种地区。  

发现了几个地区之后回去ask finish试试。 

1.2.24 休闲玩家 

1) 休闲玩家和正常玩家身份切换每七天一次，每次切换到长安城的玄都观

找玄都观主（观主身份就不要细究了，开放的时候就知道了） 

 第一次问变成休闲玩家，第二次问如果到时间了就变回正常玩家。

这个到时候我会截屏的。 

 第一次变成休闲玩家必须超过10m经验以及半个月的游戏时间。 

2) 休闲玩家如果行事触发其他玩家利益，经过投票表决被剥脱休闲玩家身

份的，180天无法再申请成为休闲玩家，该投票只需要5票（必须实名玩

家才有效，现在需要20票了）。 

3) 休闲玩家做任务获得经验每天有50次额定次数，额定次数计算公式是：

高经验任务次数+低经验任务次数/3。 

 超过额定次数以后绝大多数任务将不会提供经验奖励。 

 额定次数以内休闲玩家做高经验任务将会获得相比正常玩家1.33倍

的奖励，低经验任务将会获得相比正常玩家1.5倍的奖励。 

 低经验任务最终经验达到高经验任务门槛的，任务次数计算双倍。 

4) 休闲玩家除了本次说明区别以外，其他游戏体验和正常玩家相同。 

5) 仅休闲玩家可以参与萧半合任务，萧半合任务不对正常玩家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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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休闲玩家护镖任务每日劫匪前500次掉宝掉宝率翻倍，第501-1000次掉宝

率增加50%，1001-2000次掉宝率不变，后面掉宝率为1/4 

7) 襄阳保卫任务休闲玩家相比正常玩家经验奖励减半（低经验任务不受惩

罚）。 

8) 漂流任务、箫半合任务不计入每日任务额定次数之内，也没有相比正常

玩家更多的收益。 

9) 休闲玩家无法pk，也不能被pk。 

10) 一个IP地址只允许登录一个休闲玩家（也就是5个同IP地址登录玩家中只

能存在一个休闲玩家） 

名词解释： 

高经验任务：正常玩家获得收益超过5000点经验的任务都是高经验任务 

1.2.25 武功总纲 

pfm，perform的简写，就是所谓的绝招，可以通过verify指令查询到。南侠

里的pfm，效果很强大，因此导致战斗过程很简洁明了，一个或者几个pfm过去，

战斗就结束了。这里就pfm效果而言简单的分成一下几类，重要的有busy类、物

理伤害类、化学伤害类，其他重要的还有一招晕和特效类等等，很多pfm兼具以

上两种甚至更多效果。  

1.2.25.1 busy类pfm 

为什么要把busy类的pfm放在第一位呢。在战斗过程中，如果不busy对手，

对手会吸气(exert recover)，也会对你放pfm，甚至有可能到处逃来逃去。这样的

do job过程无疑是很没有效率而且很危险的，就算你平均成功10次死亡1次也不能

接受，要知道，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跟各种各样的任务npc叫劲。busy住对手，

让他不能动弹、不能吸气、不能主动进攻、不能pfm，快速高效的战斗就能实现。  

衡量一个busy类pfm的好坏，主要从以下3点考虑，按重要程度排列分别是成

功率，失败惩罚，持续时间。  

1.2.25.1.1 成功率 

先说成功率，busy类pfm的成功率，有的按照exp来判定，拿著名的太极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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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判断方法大致为：random(自己的exp)>敌人的exp除3，另外太极剑有判师次

数的惩罚，不具体讨论了，如果成功，busy时间大致为太极剑等级除以8。这样

算下来，我们可以说太极剑的busy系数是3，这也是所有按照exp判定的busy类pfm

中成功率最高的功夫，同样busy系数的还有打狗棒云龙手辟邪剑等等。按照exp

判定的busy类pfm，一般busy系数是在2到3之间。  

不按照exp判定的pfm比如quanzhen-jian的perform ding，这个pfm有busy和附

加化学类伤害两种效果，其成功率和内功级别有关，只有内功有效等级高了成功

率才能上去。另外changhen-bian的成功率和后天悟性有关，shexing-diaoshou的成

功率和后天膂力有关等等。这些不按照exp判定的busy类pfm，一般来说busy系数

在1到2之间，说到底成功率还是和功夫级别有关(古墓yunu-xinfa的xinjing涨悟性，

白驼hamagong涨膂力，少林yizhichan是自己指法和对手轻功等级对比，侠客拳脚

算例外只和道德有关)。这些不按照exp判定的pfm和按照exp判定的pfm比起成功

率来，前者在前期效果不佳，中后期效果显著，后者什么时候都一样。这样也要

求前者必须尽量把功夫弄高，后者则不必担心full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太极剑被

称为最好的busy功夫的原因之一。  

这么说很含糊，这里举个例子。假设一个full功夫的id，skills级别是a，

exp=a^3/10，如果用太极剑做busy，可定住3a^3/10 exp以下的对手。如果用全真

剑法，可定住2a级功夫以下的对手，换算成exp就是就是8a^3/10的程度。看起来

全真剑法似乎比太极剑的busy能力强很多，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说的仅仅是理想

状态，而内功是需要拿潜能砸的，并不是说full就能full的。前期由于答题得到的

大量潜能以及部分内功可以读书，100级之前内功容易，但是之后往往exp上去了，

内功级别还是很低，特别是跟师父学满之后只能修炼上去涨级，根本没有足够的

pot来把特殊内功修炼到exp支持的上限。与此相反，do job过程中的npc的功夫要

么是按照你的情况copy，要么就是full他自身的exp，可以说比player强多了。(备

注，这里功夫和exp计算忽略尾数，比如说51.2m事实上可以到801级功夫等等)。

因此要full内功，10m之前是很困难的。现在随着hyd任务的兴起，pot:exp的比例

逐渐提高，full特殊内功将不再是梦想，事实上现在有不少100m以上id的主打内

功已经full了。在这里顺便说一句，jpei做主管功夫调整的wiz之后喜欢看重门派

特色，经常加大各门派本身内功的地位，因此对好多门派来说，刻意追求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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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up强大而荒废本门内功实在是很无谓的事。  

公共功夫侠客拳脚的命中和道德有关，算是一个例外，不过这也直接导致到

处是大侠，却没有几个魔头。  

1.2.25.1.2 失败惩罚 

失败惩罚，就是你用出pfm但是没有busy住对手之后，自身的busy时间。这

个当然是越短越好，太极剑的失败惩罚是0或1，换言之就是有一半的可能性失败

之后没有busy，这是太极剑法被称为最好的busy功夫的原因之二了。而桃花岛的

玉箫剑以前是很让人无语的4，不过后来改进了，我不知道代码，个人推测可能

是random 2 to 4。一般来说，大部分busy类pfm的失败惩罚是2，少数为3(以上所

说时间单位，有人称之为心跳，有人称之为战斗回合)。特殊的比如天龙的

yiyangzhi就没有这种busy时间。  

1.2.25.1.3 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就是pfm成功后，对手busy的时间。一般而言这个持续时间和相

对应的特殊功夫级别有关（也有无关的，具体见第五部分），级别高了当然持续

时间长。当然对不同功夫而言，有的功夫300级的时候能busy对手10几招，有的

功夫只能busy两招，这里存在一个系数问题。威力大的，比如玉箫剑打狗棒，同

样级别能定住对手很长时间，威力小的，比如日月鞭，同样级别只有短短几招。

另外，不要忘记pfm成功后自身也是有busy的（少数没有，比如高等级buddhism

支持下的yizhichan），这个busy一般来说和失败惩罚相当(太极剑成功后自身busy

固定，这个和失败惩罚不一致)，因此对手的busy时间应该是在算法里再减去成

功后自身busy。说到底，我们只需要去bwc试试就知道一个pfm具体能定住敌人

几招了。  

1.2.25.1.4 其它 

一般来说，兵器功夫的busy pfm不叫杀，而空手功夫叫杀。少林yizhichan则

随buddhism等级提升而变化。所谓叫杀，就是pfm使出后对手和你的战斗变成不

死(晕)不休，对你来说直到打晕他为止，对对手来说，打晕你后还会宰了你。另

外一种说法叫安全区偷袭，就是不在战斗状态下(正常情况下通过hit/hitall，fight，

kill/killall等指令实现)可以直接perfiorm而进入战斗状态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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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y类pfm，如果要选出最好的前三来，毫无疑问太极剑算一个，雪山剑法

（这个功夫成功率和天赋有关）由于极高的命中也可以算一个，至于第三个，就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2.25.1.5 busy类pfm比较 

safeguard整理，有一定主观因素，另外，此表出现到目前为止经过了N轮武

功调整，此表仅供参考，未必符合真实情况。  

技能名  pfm名  
门

派  

使

用

要

求  

内

力

消

耗  

判定

条件  

命

中

率  

busy

长短  

命中

惩罚  

失败

惩罚  
备注  

tiangang-zhi  perform finger.lingkong  
峨

嵋  
B  C  exp  A  D  B  C  移穴免疫  

fuliu-jian  perform sword.miejian  
峨

嵋  
A  B-  exp  A  A  B  C  附带减防效果  

dagou-bang  perform staff.chan  
丐

帮  
S  S  exp  B  S-  B+  B+  

 

huashan-jianfa  perform sword.yangwu  
华

山  
B  C  exp  C+  C  B  D  

 

xueshan-jianfa  perform sword.juebi  
凌

霄  
D  C  组合  S  A-  B  C  无耻的命中  

quanzhen-jianfa  perform sword.ding  
全

真  
S  A-  技能  B  B  B  D  附带化学伤害  

yiyang-zhi  perform finger.fuxue  
全

真  
A  B  exp  B  E  S  E  叫杀，移穴免疫  

nianhua-zhi  perform finger.fuxue  
少

林  
A  B  exp  B  D  S  D  叫杀，移穴免疫  

yizhi-chan  perform finger.jingmo  
少

林  
D  C  技能  A  A  S  S-C  

非少林不可使用，

400 buddhism下叫

杀，移穴免疫，大

智加强  

riyue-bian  perform whip.chan  
少

林  
C  S  exp  B+  B-  B+  D  

 

jiulong-bian  perform whip.suo  

天

地

会  

A  S  技能  C  C  B  C  
 

fulong-shou  perform hand.an  
天

地
A  B  exp  B  E  S  E  叫杀，移穴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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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yiyang-zhi  perform finger.fuxue  
天

龙  
A  B  技能  A  C  S  D  叫杀，移穴免疫  

taiji-jian  perform sword.chan  
武

当  
S  S  exp  B-  S  A  A  判师影响极大  

shexing-diaoshou  perform hand.chanwan  
白

驼  
A  B  组合  B  B-  B+  B+  

 

riyue-jian  perform sword.xuanmu  
日

月  
A  B  exp  B-  A-  B  C  

是否手持日月神剑

影响很大  

shenlong-bian  perform whip.chan  
神

龙  
S  S  exp  B+  A-  B  C-  

 

kuihua-zhua  perform claw.xiaofeng  
朝

廷  
S  S  exp  B-  E  A+  C  

 

jiuyin-shengong  exert yihun  
 

A  A  exp  B+  E  S  C  
 

meinu-quan  perform cuff.shexin  
古

墓  
C  B  组合  S  B-  B+  C-  女性专用  

changhen-bian  perform whip.chan  
古

墓  
A  S  组合  A+  B-  B  C  

 

datengnuo-bufa  perform dodge.tisha  
明

教  
A  S  exp  B  D  A  C  明教专用  

canhe-zhi  perform finger.dianxue  
慕

容  
A  A-  技能  A  D  S  D  移穴免疫  

bihai-shengong  exert qimen  
桃

花  
B  C  组合  B  E  A+  S  

 

fuxue-shou  perform hand.fuxue  
桃

花  
A  B  组合  B  B-  B+  B+  叫杀  

yuxiao-jian  perform sword.chan  
桃

花  
S  S  exp  B  S-  B  C  

 

1.2.25.2 物理伤害pfm 

物理伤害，这是相对那些不经过战斗系统换算直接判断命中然后设定具体伤

害数值的所谓化学伤害而言的，具体来说是指该pfm攻击效果经过战斗系统计算

效果但又比一般不pfm的战斗过程中加强了自身的攻防参数。这么说可能很晦涩，

用一个很明白的标准来说，能被明教的乾坤大挪移反弹的pfm就是了。这类pfm，

有的是一招，有的是连续几招，有的也是几招，但是不连续而是在战斗过程中持

续打出来只不过中间有一定的间隔。另外有个粗略一点的说法，可以称呼这类pfm

为连招(不过，有的只出一下的怎么连)。好吧好吧，我承认以上都是废话，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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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正题。  

衡量一个pfm物理伤害效果的好坏，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pfm的命中和

伤害，内力消耗和busy，不过因为本类pfm大部分的busy都是2或者3，因此着重

讲述命中和伤害的具体情况。  

1.2.25.2.1 命中和伤害的算法 

要直说pfm的命中和伤害未免太突兀，因为本类pfm并没有直接在代码里面

写明命中和伤害，这些都是通过战斗系统换算之后实现的。因此这里先从一门

skills本身的算法开始说起，下面摘录一段dagou-bang中某一招的算法:  

     "action": "$N施出「拨狗朝天」，$w由下往上向$n撩去"， 

     "force":  60， 

     "dodge": 20， 

     "damage": 100， 

这些描述是什么意思呢，第一行的action就是招数描写，所谓的force就是这

招的内功伤害效果，dodge 20意味着打出这招的话对手躲开这招的几率降低20%，

damage当然就是伤害了(注意，这个并不是最终打到对手身上的伤害效果)。  

系统给每个人设定了3个战斗力参数：ap(attack power) dp(dodge power) 

pp(parry power)，打score命令可以看到如下字样:  

攻击 已有小成 (+0) 躲闪 已有大成 招架 已有大成 (+1)  

这就是ap，dp，pp的具体体现。这3个参数由exp和相应功夫以及相应后天天

赋(比如说ap对应的是膂力，dp对应的是身法)决定，另外空手状态比同样状况拿

兵器的情况下参数降低。这些参数在玩家不战斗的时候是一个固定值，进入战斗

状态以后则在这个固定值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当两个人战斗的时候，如果

我发出一招，系统会先判断对手是不是能躲闪开，如果不能躲闪开，接着判定是

不是能招架住，只有对手既不能躲闪也没有招架住的情况下这一招才能打中。  

命中之后就是谈到伤害了。伤害和exp，招数，功夫等级，兵器damage，加

力状态，后天膂力，当前的内力值等等都有关系。当然，和exp和功夫等级关系

不是很大，这两个在判定命中的时候更有效果。伤害效果，更多是受武器伤害(就

是打score显示的攻击后面加的数值)，内力(拿战斗双方内力相比，高内力的对低

内力的伤害提高，反之则伤害降低)以及该招数本身的damage以及后天膂力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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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型普通攻击类的pfm，加强方向各种各样。有的增加后天天赋比如说后

天膂力，有的增加攻击等级(apply/attack)，有的增加打中对手之后的伤害，有的

增强打中对手之后的内功伤害效果，有的增加score所显示的武器damage数值

(apply/damage)，还有的直接换一种伤害算法(也就是说pfm中打出的招数和正常

不pfm的时候发的招数不一样，额外设定了招数的force，dodge，damage各种参

数)，当然大部分都有着两种甚至以上的加强效果。  

这些加强效果，最终都会体现到命中和伤害上来。简单的说，增加膂力或攻

击等级能增加命中也能增加伤害，其他就是增加伤害了。增强的幅度，大部分和

功夫有关，就是功夫级别再乘上系数，也有少数是固定的。  

1.2.25.2.2 加力和powerup的影响 

关于加力伤害的效果以及内力的作用，首先肯定一点，同等状态下加力的时

候打出的招数肯定比不加力的伤害大(命中不变，不过打不中对手的时候不消耗

内力)，一般来说jiali max所造成的伤害是jiali 0状态下的1.5到2倍。然而考虑到可

持续性，很少有人做任务的时候加力最大。举例说明，假设有人内力10000，jiali 

max是500，这样打中对手20下内力就光了，就算心跳恢复了一些内力(如果食物

饮水存在，每次恢复内力点数是基本内功等级的一半)，也仅仅能保证开始几下

伤害大，后来内力快光的时候就算加力很高也照样中看不中用。所以一般的做法

是jiali 0或者很少加力，保证自然恢复。关于内力作用，前面说了，高内力对低

内力伤害大，但是打坐速度不快，因此不能保证每次都是双倍内力去做任务(hyd

任务和xf任务时间间隔不少，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试试打坐到双倍内力去做任

务，体会一下自己pfm对敌人的威力以及对手打中自己造成的伤害状况，肯定有

所感觉)，不过建议有空多打坐，虽然说用处也不太大，但是好歹多一分是一分。

关于护送任务，那个死秃驴刚出来的时候是半死状态，需要治疗，这里推荐用内

功疗伤而不推荐用一阳指疗伤，因为用内功疗伤(exert lifeheal)的时候，对当前的

气血也能适当增加不少，而一阳指则是直接把上限疗满，当前值不变，这样那个

死和尚就会消耗自己的内力吸气恢复，因此变相增加了他遇到黑衣杀手打击之后

所受到的伤害，因此用没有busy的内功疗伤比yiyangzhi疗伤效果要好一点。  

内功的powerup的作用，简单而言就是增强战斗力，增加方向一般包括攻击

等级(apply/attack)和有效身法，有的还增加膂力和招架等级(如hamagong)，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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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如yunu-xinfa和linji-zhuang)，增加伤害(apply/damage，如yunu-xinfa)。从这

一点来说，yunu-xinfa称为最强的内功并不为过，所以很多人都去修炼这个内功

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yunu-xinfa自从whuan增加yun xinjing的作用之后就不停的

被消弱（到目前为止，至少3次了），所以想要做欲女的可要留神了，指不定哪天

又消弱了。  

1.2.25.2.3 pfm举例 

先说只有一招的，如金刚拳和九阴白骨爪，这里仅仅是提一下，并不值得讨

论。原因么，以前空手功夫内力伤害效果显著，现在和兵器功夫的效果差别不大，

加上毕竟是空手，没有兵器的辅助。因此就算是空手功夫中最强的连招pfm猴拳

的pofuchenzhou，威力也不过如此，命中还可以，但也仅仅是比武的时候多个pfm

而已，做各种任务其实不是很实用。更别说那些仅有一招的了。  

兵器功夫的本类pfm中，白驼的lingshe-zhang是值得一说的。连招pfm加强的

幅度，大部分都是由该功夫自身等级决定(强的2/5甚至3/5，弱的1/10甚至更低)，

但是灵蛇杖法加强的幅度中，不仅包含了自身等级的因素，还有对应内功蛤蟆功

的因素，可以说加强程度很是惊人，因此虽然灵蛇杖法本身的攻击很烂，但是一

个pfm下去，照样威风八面，命中和伤害都很不错。做过husong任务的对这个pfm

印象应该很深刻，往往黑衣杀手一个扫落叶下来那个口口声声说去救人的死秃驴

就挂了。然而正因为该功夫本身攻击极烂，加上pfm消耗内力太多而且busy时间

很长，因此综合来看可以说上等，却不是最好的那种。  

按照jpei的意愿，少林无影剑（注：已经cut）拥有最强的连招pfm，可惜这

仅仅是个意愿而已。无影剑法本身攻击比较高，还拥有剑气攻击。这里详细解释

一下剑气攻击的原理，使用少林无影剑法或朝廷狂风剑法的时候，有时会出现所

谓的敌人被你剑气所伤的描述，剑气攻击是怎么来的呢，当你击中对手换算最终

伤害的时候，会拿这一招的膂力伤害效果和对手的膂力做一个判定，如果判定通

过则给对手造成一个额外的伤害，该伤害具体数值由膂力伤害效果决定，这个伤

害就是剑气攻击了。因此，所谓的剑气攻击可以看成是一个附加的化学类pfm效

果。回到正题，继续说perform sword.wuying这个pfm，理论上来说这个还是很强

的，可惜用起来效果没有期望中那么好，命中还可以，但是伤害程度和不pfm的

时候对敌人的伤害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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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脉神剑的liumai(以前叫qifa2来着，后来为了表示消弱了一下顺便改了一下

名称)，这个pfm的效果是连续出6招，这6下不仅增强了命中和伤害，而且其本身

也换了一种参数（就是前面说的一个招数中的force、dodge、damage等），从这一

点来说，六脉可以称为最强的连招pfm之一。  

拿wuying-jian和liumai-shenjian相比来说，wyj连发5下，中间不管对手是死是

活是晕是醒，6m则是打到对手倒下(晕或者死)就停下来了，也就是说wyj可能会

鞭尸，6m则相对来说绅士得多。  

天羽奇剑的perform fenfei，这个功夫等级低的时候只能出3招，等级提高了

能多出招，最多能出9招，这9招分3个档次，每三招一个梯度，每个梯度增强的

幅度都不一样，最后一个最强。该pfm的伤害效果增强不少，但是命中增强就一

般了，加上有不短的冷却时间，因此最终效果只能算中等。值得一题的是天羽奇

剑可以和折梅手一起算连招，因为perform fengwu没有busy时间只有cooltime。从

这一点来说，这个剑法还算上等。  

云龙剑法的perform xunlei，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狂出16招，每4招稍

微停顿一下，这个pfm并没有怎样增强攻击，因此以强凌弱的时候好使，但是比

如做xf任务的时候和比自己强的对手战斗这个pfm价值就不大了，不过另外一个

perform xian还是很好的连招，命中和伤害都不错，还有附加的攻击。  

慕容剑法的perform liuxing，增强幅度很低，但是好处在于busy短消耗内力

低，很快能发第二下，是护镖的不错选择。perform xingdou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pfm，很多人做xf任务的时候如果遇到慕容的杀手一定很奇怪，自己都把对手busy

住了，为啥他的perform xingdou还能继续战斗打人呢。Xingdou是一个持续状态

pfm，这个pfm打下去，会增强自己并且只要在战斗中就一定会把增强的那几招

打出去直到打完或者战斗结束，因此可以把这个pfm归为本类。  

以上说的就是存在很久的功夫了，jpei做wiz之后增加了太极剑和玉箫剑的

pfm，这两个和以上类别相比更多的突出了skills的作用，伤害程度在连招pfm中

虽然不高，但好在招数众多。武当和桃花本身的busy都很强，从公平的角度来说，

一个门派不应该同时具有很强的busy和很强的连招pfm，因此出现这种情况不足

为怪。  

1.2.25.2.4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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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类pfm没有在代码中明确写出伤害的具体数值，基本上以强凌弱的时候个

个厉害，无论是命中还是伤害都大大超过以弱对强的时候。  

连招pfm，消耗的内力低的仅仅100，高的有600。不过这个数值也就是做护

镖和护送这种短期内连续打击敌人的任务的人才会关心，其他貌似还没几个人注

重，pfm之后的busy同样如此。  

1.2.25.3 化学伤害pfm 

化学伤害pfm面对乾坤大挪移是必须的，因此不管每个门派是怎么定位的，

都至少有一个化学pfm，不像busy类pfm，大轮寺作为暴力流门派就没有，下面列

出各个门派的化学伤害pfm（也包括不被大挪移反弹的内功exert绝招，但没有包

括一招晕，也不包括暗器类pfm），可能不全，全部采集自论坛  

 峨眉：截手九式的佛光普照，雁行刀的合击  

 丐帮：降龙十八掌的亢龙三悔、罡气，打狗棒的戳字诀（天下无狗不

是化学的），六合刀的六合归墟  

 华山：华山剑法的飞剑、狂风快剑、玉女十九式、夺命连环三仙剑，

独孤九剑的总决式  

 凌霄城：雪山剑法的鹤飞九天，凌霄拳法的神倒鬼跌三连环  

 全真：全真剑法的七星绝命剑，同归剑法的七星汇聚，空明拳的左右

互搏  

 少林寺：500级混元一气和500级罗汉拳之后的罗汉的一定几率额外一

下，风云手的佛光普照，散花掌的四季散花，般若掌的一拍两散，大

韦陀杵的无相无我（也就是无影剑法的立地成佛），燃木刀法的焚天  

 天地会：云龙爪的凝血神爪  

 天龙寺：六脉神剑的六剑齐发perform finger.qifa  

 武当：太极拳的震字诀、太极刚柔，太极爪的无影爪  

 白驼：蛤蟆功的扑击，神驼雪山掌的神驼夺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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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轮寺：火焰刀的焚、燃，降伏轮的天人五衰  

 日月：辟邪剑法的刺目  

 神龙教：神龙心法的摄心，毒龙匕法的英雄三招  

 星宿：星宿毒掌的火球、火墙、穿心诀，天山杖法的活色生香第二招  

 朝廷：狂风刀法的狂风二十一式，狂风剑法的剑气（已cut）  

 古墓：九阴白骨爪的催筋破骨，黯然销魂掌的黯然销魂，全真剑法的

七星绝命剑  

 灵鹫：天山折梅手的折梅  

 明教：圣火令法的阴风刀，烈焰刀的圣火光明  

 慕容：斗转星移的星移斗转、移花接木  

 桃花岛：弹指神通、玉箫剑法的箫花齐放，落英神剑掌的劈空掌，九

阴白骨爪同古墓  

 百姓功夫：太乙神剑的太乙神剑掌、剑气凌空、剑气纵横，太乙神掌

的太乙神剑掌  

 公共功夫：铁琵琶手的银瓶乍破、手挥五弦，侠客剑法的飞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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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门派 

十二大门派：少林、武当、峨眉、华山、全真、天龙、星宿、日月神教、明

教、丐帮、桃花岛、古墓。 

2.1 峨嵋 

2.1.1 峨嵋派简介 

峨嵋山在四川眉县城西南十五里，雄踞四川盆地西南缘，与浙江普陀山、安

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因山势逶迤，如娥眉细而长，美而艳，

故名。有大峨、二峨、三峨之分。主峰万佛顶。山脉峰峦起伏，重岩迭翠，气势

磅礴，雄秀幽奇，素有『峨嵋天下秀』的称誉。峨嵋派灭绝师太武功等级较高，

但是只有出家为尼才能学到高级武功。峨嵋的大乘涅磐功与少林禅宗心法有相似

功效，配合本门内功可以长精。峨嵋弟子师门忠诚度2500，经验500万以后可以

拿到武林瑰宝倚天剑。 

峨嵋山门有守山弟子在此阻拦外人进入，峨嵋入门师傅文虚师太就在此处，

若愿意入峨嵋可拜文虚师太为师（峨嵋只收女徒）。若愿意出家可 ask 文虚 about 

出家，若要还俗可 ask 文虚 about 还俗。还俗时你的 mahayana 技能将被去掉，

若经验大于1000，增加判师次数一次。 

2.1.2 峨嵋派人物 

峨嵋派第三代掌门 

灭绝师太(miejue shitai) 

二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 400 

大乘涅磐功 450 

八项基本功夫 

基本刀法 400 

基本轻功 400 

基本指法 480 

基本内功 400 

基本招架 400 

基本掌法 480 

基本剑法 400 

基本暗器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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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特殊功夫 

□回风拂柳剑 450 

□金顶绵掌 460 

□临济十二庄 450 

□霹雳弹 450 

□天罡指 480 

□雁行刀 450 

□诸天化身法 400 

 

峨嵋派第四代弟子 

静慧师太(jinghui shitai) 静玄师太(jingxuan shitai) 静虚师太(jingxu shitai) 静空师太(jingkong shitai) 

二项基本知识 二项基本知识 二项基本知识 二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 100 读书写字 100 读书写字 100 读书写字 100 

大乘涅磐功 100 大乘涅磐功 100 大乘涅磐功 100 大乘涅磐功 100 

四项基本功夫 五项基本功夫 四项基本功夫 四项基本功夫 

基本刀法 100 基本轻功 100 基本轻功 100 基本轻功 100 

基本轻功 100 基本指法 100 基本内功 100 基本内功 100 

基本内功 100 基本内功 100 基本招架 100 基本招架 100 

基本招架 100 基本招架 100 基本掌法 100 基本剑法 100 

三项特殊功夫 基本暗器 100 三项特殊功夫 三项特殊功夫 

□临济十二庄 100 四项特殊功夫 □金顶绵掌 100 □回风拂柳剑 100 

□雁行刀 100 □临济十二庄 100 □临济十二庄 100 □临济十二庄 100 

□诸天化身法 100 □霹雳弹 100 □诸天化身法 100 □诸天化身法 100 

 □天罡指 100     

 □诸天化身法 100    
 

 
 
峨嵋派第五代弟子 

文闲师太(wenxian 

shitai) 

文怡师太(wenyi 

shitai) 

文善师太(wenshan 

shitai) 

文凌师太(wenling 

shitai) 

文虚师太(wenxu 

shitai) 

二项基本知识 二项基本知识 二项基本知识 二项基本知识 二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 60 读书写字 60 读书写字 60 读书写字 60 读书写字 60 

大乘涅磐功 70 大乘涅磐功 70 大乘涅磐功 70 大乘涅磐功 70 大乘涅磐功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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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基本功夫 四项基本功夫 四项基本功夫 四项基本功夫 四项基本功夫 

基本轻功 70 基本刀法 70 基本轻功 70 基本轻功 70 基本轻功 70 

基本内功 60 基本轻功 70 基本指法 70 基本内功 60 基本内功 60 

基本招架 60 基本内功 60 基本内功 60 基本招架 60 基本招架 60 

基本掌法 70 基本招架 60 基本招架 60 基本剑法 70 基本掌法 70 

三项特殊功夫 三项特殊功夫 三项特殊功夫 三项特殊功夫 三项特殊功夫 

□金顶绵掌 70 □临济十二

庄 

60 □临济十二庄 60 □回风拂柳

剑 

70 □金顶绵掌 70 

□临济十二庄 60 □雁行刀 70 □天罡指 70 □临济十二

庄 

60 □临济十二

庄 

60 

□诸天化身法 70 □诸天化身

法 

70 □诸天化身法 70 □诸天化身

法 

70 □诸天化身

法 

70 

2.1.3 峨嵋派注意事项 

 峨嵋的师门忠诚度小于-100， 将被逐出师门。 

 要长门忠找请找静心师太要任务，ask 静心 about quest 

 拜师：拜了文虚以后可以随时转拜其他文字辈师太为师，拜了第四代

弟子或灭绝师太以后也可以再拜文虚，然后重新拜起 

 升级：师门忠诚度200以后向灭绝师太要峨嵋令，把令给文字辈师太，

fight赢了后可以得到推荐信，凭此可以拜四代弟子；师门忠诚度500以

后可以类似的拜灭绝师太。 

 下山：刚上山的弟子是不让下山的，可以“ask miejue about 下山”，这

时灭绝师太会让你闯蛇窟（有2000多的经验大概就可以了），你走进蛇

窟会出来四条毒蛇，杀光它们并走到尽头，会有人告诉你可以回去复

命了，再“ask miejue about 下山”，就可以下山了。常渌绦乱灰? 

 倚天剑：ask 灭绝 about 倚天剑，enter 可找到方碧琳。 

 膳房可以捡到吃喝的东西，也可以自己做（yao）。在伙房帮厨（work）

挣钱，耗50气，五秒不能动，得一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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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药：在后山search，可能搜出毒蛇，人参（加最大内力5点），或草药。

草药可以交给静慈师太配出中药（ask shitai about 配药)，可以（use）

治伤。 

 霹雳弹：在后山瀑布那里钻（zuan）进去可以捡到硫磺，也可search到，

将硫磺交给静慈师太会得到霹雳弹（ask shitai about 霹雳弹）。 

 兵器：可以向静和师太领兵器（ling mudao，ling zhujian)。 

 现有潜能小于200时到峨嵋金顶静坐（jingzuo）可以涨潜能。 

2.1.4 峨嵋派武功介绍 

知识类技能 

大乘涅磐功 (mahayana) 配合临济十二庄可以长精 

学习条件 俗家弟子只能学到100，要求一定的正道德，道德大于50万以后不再限制级别 

练习条件 不能练 

内功 

临济十二庄

(linji-zhua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 基本内功10，女性，结婚后只能学到80级，俗家弟子只能学到100级 

练习条件 不能练 

内功功能 大小庄 exert/yun daxiao 要求：临济十二庄30，疗伤 

风云庄 exert/yun fengyun 要求：临济十二庄60，战斗中增加身法 

之心庄 exert/yun zhixin 要求：临济十二庄90，增加悟性 

龙鹤庄 exert/yun longhe 要求：临济十二庄120，增加战斗力 

天地庄 exert/yun tiandi 要求：临济十二庄150，减少战斗中内力消耗 

幽冥庄 exert/yun youming 要求：临济十二庄180，增加基本和高级内功，并有较

小的几率改善膂力、悟性、根骨、身法四项先天属性 

轻功 

诸天化身法(zhutian)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 俗家弟子只能学到100级 

练习条件 气40，耗气30 

基本招式 天地钩，凤点头，鹰爪松，风摆柳，阴阳箭，日月扣 

特殊招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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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手功夫 

金顶绵掌 

(jinding-mian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 求临济十二庄10，最大内力20，俗家弟子只能学到100级 

练习条件 气30，内力20，耗气25，内力5 

特殊招式 无 

 
天罡指 (tiangang-zhi) 可激发为parry；finger 

学习条件 求临济十二庄10，最大内力50，俗家弟子只能学到100 

练习条件 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特殊招式 凌空指穴 perform finger.lingkong 

功能：使对手busy 

要求：临济十二庄 100，基本指法 100，内力 300，后天膂力 25 

与金顶绵掌可以互备 

 
截手九式 

(jieshou-jiushi) 

可激发为hand 

学习条件 门忠大于1500，可以ask灭绝看看。 

练习条件 气50，内力50，耗气50，内力10 

特殊招式 佛光普照 perform hand.foguang 

功能：打伤对方大量气血及上限。加力越大，伤害越大。 

要求：要求最大内力3000，当前内力1500，临济十二庄、截手九式200级，后天

臂力40，后天根骨40。空手，激发招架，手法，备截手九式。 

兵器功夫 

回风拂柳剑 (fuliu-ji)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 最大内力100，临济十二庄20，金顶绵掌20，俗家弟子只能学到100级 

练习条件 气50，耗气30 

特殊招式 灭剑 perform sword.miejian 

功能：可增强攻击力，如敌手在你此次连线中第一次遭遇此特殊攻击法，其攻

守能力都会暂时下降。此招功效能busy对手，且在对手busy的时候能继续perform，

十分厉害。 

要求：回风拂柳剑80，临济庄30，内力200。灭剑必须先 ask 静闲师太 about 灭

剑绝技 才能perform。 

拂柳 perform sword.fuliu 

功能：夺走对方的武器 

要求：要求回风拂柳剑100。 

回风 perform sword.huifeng 

功能：连续攻击 

要求：回风拂柳剑120，基本剑法120，截手九式120， 临济庄120，最大内力1000，

内力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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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剑 perform sword.juejian 

功能：加强攻击力，配合灭剑效果更好 

要求：回风拂柳剑150，临济庄150，最大内力1000，内力500。 

 
雁行刀 (yanxing-dao) 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 最大内力100，临济十二庄20，金顶绵掌20，俗家弟子只能学到100级 

练习条件 气50，耗气35 

特殊招式 合击 perform blade.heji 

功能：攻击对手。 

要求：雁行刀170，回风拂柳剑170，临济十二庄170，内力800 

与雁行刀可以互备 

暗器功夫 

霹雳弹 (pili-dan) 可激发为throwing 

学习条件 最大内力100，临济十二庄30，俗家弟子只能学到100级 

练习条件 气30，内力20，耗气25，内力5 

特殊招式 弹字诀 perform throwing.tan) 

功能：可偷袭。最多可以同时攻击5个敌人。 

要求：要求内力100，临济十二庄20，霹雳弹80，身上带有霹雳弹或其他暗器，

攻击多个敌人时内力消耗增加。 

2.1.5 Jessy的峨嵋功略 

2.1.5.1 新手篇 

新手入峨嵋，首先建议通读一下help menpai-emei，里面大部分问题都说的

很清楚了。 

首先是天赋选择问题。峨嵋对于天赋没有特殊要求。但由于linji-zhuang的

zhixin增加的是先天悟性，所以建议悟性高一点好，将来领悟很占便宜。 

另外基于修炼的考虑，根骨也是越高越好。福缘对于峨嵋的id没什么用，而

护镖和萧峰都是福缘低好，所以就选10吧。 

推荐天赋：20 25 25 10 10 30 30。bt选择就看个人爱好了。 

新手时期的成长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各门派大同小异。 

建议先慕容到50w。峨嵋有兵器互备，功夫都学到40级，拿把好刀好剑硬砍，

杀起来还是很快的。 

到50w经验先停一下，开始作门忠。这时候的门忠还是满好作的，主要是跟

明教的一帮npc过不去，有大米带的话就更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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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忠做到500就可以拜灭绝了，开始进入小康生活。如果想拿倚天剑的话要

做门忠到2500，不过基本上都被人拿着，不用太指望。 

峨嵋弟子还可以拜周芷若，可以学到九阴神功和白骨爪。内功修改以后，学

九阴神功就没什么意义了。白骨爪需要负道德，跟mahayana冲突，后期可以学 
来玩，小 ID 就不用着急学了。 

2.1.5.2 武功篇 

峨嵋的武功秉承出家人慈悲为怀的特点，不出狠手，比的是耐性。总的来讲

还算全面，busy，互备，暗器都有。 

1、内功 

峨嵋的正统内功是临济庄。功能繁多，可惜有点华而不实。 

大小庄：疗伤，有busy，还不如yun heal，除非受伤过重的话可以用一用。 

风云庄：加点身法，穷人版powerup。 

之心庄：增加临时悟性＝先天悟性，最好的用途，lingwu必备。 

龙鹤庄：就是powerup啦，不过持续时间很短，还有busy，效果跟mahayana

有关。 

天地庄：“减少战斗中内力消耗”，什么意思？不懂，没用过。有知道的说说。 

幽冥庄：不花潜能增加force和linji-zhuang，看起来很美，可惜太太太慢了，

挂机yun上几百岁应该能full了，另外还可能增加几点天赋。 

综上，有用的就是zhixin，longhe和youming。 

峨嵋弟子还可以跟周芷若学九阴神功，不过现在学了也没什么用处，就别惦

记了。 

2、兵器 

峨嵋有fuliu-jian和yanxing-dao，可以互备，不过伤害一般。 

fuliu-jian有两个perform，fuliu是夺兵器，miejian可以busy对手，同时加攻减

对手的防，很好很强大。 

yanxing-dao可以perform heji，要求巨高，伤害巨低，当它不存在好了。 

峨嵋的刀法狠烂，也没有连招，推荐学一个hujia-daofa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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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手 

峨嵋有四种空手功夫。 

金顶绵掌：入门掌法，学其它功夫需要。没办法，学20级就够了。 

天罡指：峨嵋吃饭的家伙，perform lingkong命中率据说一流，但持续时间短，

耗内力大，可以和灭剑结合使用。 

截手九式：wiz说狠猛，个人感觉一般，不过作为emei唯一的强力伤害输出，

凑合用吧。原先练一次要耗50内力，实在是bt得紧，现在改成一次10内力 

了，还算可以接受。 

九阴白骨爪：跟周芷若学，也算是牛功夫，不过需要负道德，愿意就去学吧，

反正俺不喜欢。 

4、暗器 

霹雳弹，不多说了，task的绝佳选择，峨嵋的看家功夫之一。现在霹雳弹是

群攻技能。 

5、其它 

mahayana，配合临济庄可以加很多精神。在金顶参禅可以无限增加，不过一

来很慢，二来精神太高了也没什么用，学完灭绝的450级足够了。 

2.1.5.3 任务篇 

峨嵋的特色就是busy，也只有busy，所以各种任务都能做，不过做起来都不

是很爽。 

1、task 

峨嵋弟子初期做task是最好的。霹雳弹打上限相当狠，初期气血短的时候杀

起来很快，而且弹药无限，拿个鸡腿慢慢扔就行了，安全高效。 

后期气血高了，用暗器做task效率就相当的低了，除非你不学功夫不升级，

一门心思做task，否则还是转行干点别的吧。 

2、护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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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lingkong和miejian，慢慢打就好了。 

不过，perform lingkong一次需要200内力，当劫匪一多，很容易就内力不够

了，需要注意，或者，带几颗人参上路吧。 

3、保卫 

峨嵋的普通攻击真是不愧普通两个字，所以保卫襄阳是十分吃亏的。 

还是像前面说过的，去学胡家刀吧。 

4、胡一刀 

没什么可说的，全靠lingkong，万一失败了，盗宝人又叫杀的话就闭眼等死

吧。 

不过没办法，咬牙也要熬过去。建议气血长了再来做，挂掉的概率能低点。 

5、萧峰 

有好的busy，作萧峰还是比较合适的。 

基本流程：perform finger.lingkong → perform sword.miejian → 干砍 

lingkong的命中率高，所以用它来busy杀手。但它的持续时间短，杀手还有

几率逃脱，所以要补一个miejian。 

这样，基本够把杀手打到红了。 

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如果不是杀或擒的任务，要及时halt，可以走开一下再回来，免得失手把杀

手给打死了。 

如果不是大轮寺，白陀或者星宿的杀手，可以加一个fuliu，把他的兵器打掉，

后面就好打多了。尤其是日月的，没有了绣花针，他就是一团肉。 

碰到明教或者少林的杀手，先busy住，然后用霹雳弹不断的tan，注意杀手的

气血。 

千万不要学hubo，不然很容易失手把杀手打死，所以福缘是越低越好。 

另外，如果跟杀手结仇了，最好做完以后quit一下再做下一个，这样碰到战

胜或者劝服的任务就不会打到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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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4 秘密篇 

1) ask 静闲师太 about 灭剑绝技，可以学会miejian这个perform。 

2) ask 静迦师太 about 幻影绝技，什么都学不会， 。这里是个烂尾楼。 

3) ask 灭绝师太 about 截手九式，有机会学会截手九式，需要2000＋的门

忠。不成功就继续问。 

4) 周芷若在那里。可以静坐长潜能，也可以长mahayana。 

5) 从西廊出去有个洗象池，可以洗大象～～。呵呵，在那里洗澡可以学会

驻颜术，每10级增加1点容貌。小心色狼偷窥哦。 

6) 后山走到头，可以search到人参，加5点内力。半小时更新一次，别去太

频繁了，不然什么都没有。 

7) 在凤凰台ask 白猿 about 帮助，tui stone，可以进到密道，里面什么都

没有，又是一个烂尾楼！不过有时候任务npc会出现在这里。 

8) 大家都知道的宋青书，可以拿他的佩剑给宋远桥换正道德5000。另外，

他的房间也叫厢房哦，有些任务npc找不到的来这里看看。 

9) ask 灭绝师太 about 倚天剑，enter door，ask 方碧琳 about 倚天剑，有

机会拿到倚天剑。（需要5m exp，2500忠诚度的峨嵋弟子） 

2.1.6 论坛 yjyyang的补充 

赞一个先。 

然后提出一些看法： 

1) 九阴白骨爪 和 mahayana 有办法不冲突：如果mahayana用jingzuo就可

以是负道德了。 

2) 九阴白骨爪 有连招，虽然要求条件高（负道德），威力还不如perform zhua。 

3) 学 jiushou-jiushi需要高门忠，所以 2500的门忠还是必要的，虽然

jiushou-jiushi不如jiuyin-baiguzhao好。 

4) linji-zhuang的youming增加的天赋还是有好几点的，最好还是先exert一

段时间 

5) yanxing-dao的heji虽然攻击力是比较烂，但是拿来做xiaofeng还是可以的，

可以控制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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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补充一点，pili-dan的perform可以不用霹雳弹，别的暗器一样可以，虽然

伤害降低很多，但是对付明教的xiaofeng杀手还是很好的 

7) hubo的话，我的emei id就是wx太高了，死活没有学会，但是鉴于tianlong 

id的经验，影响不会太大的：因为可以wbei none 

2.1.7 经验值不到50W的峨嵋新手补充 

1) 截手九式需要ask miejue shitai about 截手九式。 门忠做到1500以后，每

成功/失败一次门忠都去问一次，坚持问直到灭绝答应教你。继续提高截

手九式需要自己lian/practice 

2) 九阴神功1-100可以读，需要经验10W以上。不过现在改了powerup的计

算方法，值不值得学看个人喜好了。 

3) 据说mie的命中提高到和打狗棒的chan一样了。 

因为pilidan叫杀，比较危险。所以我打算打怪用perform sword.mie+lingkong

缠住以后，换空手用九阴或者截手的强力perform打。 具体效果如何等以后再

说。。。 

2.1.8 静电清水的补充 

峨眉不需要潜能峨眉不需要潜能峨眉不需要潜能峨眉不需要潜能峨眉不需

要潜能。 

重要的事情说5遍。 

2.1.9 新手任务 

整个任务体系大体上按玩家当前exp分为四个部分 

2.1.9.1 入门部分 

你向静和师太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静和师太说道：「你刚进我派，其实我派一切以静修为主，你且去毗卢殿念段佛教，静下心来吧。」 

走到任务要求位置输入:nianjing 

你找了个蒲团坐下，轻轻诵读佛法。 

念完后会有读书写字 (literate)和大乘涅磐功 (mahayana)的奖励 

你向静和师太打听有关『finish』的消息。 

静和师太说道：「这么快就静下心来了？你真是有佛缘啊。」 

你被奖励了： 

        三十七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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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点潜能； 

        六点江湖声望。 

2.1.9.2 中级部分 

这个部分任务有6种 

1：打坐 

你向静和师太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静和师太说道：「你的内力太低，去打坐七点内力再回来吧。」 

提示：中级任务会奖励内力和精力上限，所以把握好force和高级内功的级别，

以免quit后损失 

2：吐纳 

你向静和师太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静和师太说道：「你的精力太低，去吐纳三点精力再回来吧。」 

提示：中级任务会奖励内力和精力上限，所以把握好force和高级内功的级别，

以免quit后损失 

3：核对佛经 

静和师太说道：「西廊禅房静字辈师太最近事情比较多，你且去帮帮她吧。」 

ask shitai about help 

你向静慧师太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静慧师太道：我前些天抄写大般涅槃经抄错了些地方，你你帮我改正过来吧。 

静慧师太给了你一张手抄的经文，你可以用核对(hedui)命令检查抄错的地方。 

> hedui 
你开始认真核对经文。 

原文：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王舍城之 

灵鹫山。其时，韦提希子，摩揭陀 

王阿阇世欲征伐跋耆人。于此，彼 

如是言：‘ 

彼等虽有如是大神力、大威力，我 

欲伐此跋耆人，我欲根绝跋耆人， 

我欲令灭亡跋耆人，我欲令致破灭 

跋耆人。’ 

抄本：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王舍城之 

灵鹫山。其时，韦提希子，摩揭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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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阇世欲征之跋耆人。于此，彼 

如是言：‘ 

彼等虽有如是大神力、大威力，我 

欲之此跋耆人，我欲根绝跋耆人， 

我欲令灭亡跋耆人，我欲令致破灭 

跋耆人。’ 

抄错了哪个字，快把它改正(gai)吧。 

> gai 之 to 伐 

你开始修改经文，把文中所有之都换成了伐。 

你看着修改好的经文，吹干墨迹，好不得意。 

ask shitai about finish 

你向静慧师太打听有关『finish』的消息。 

静慧师太说道：「不错不错，这样就对了。」 

你被奖励了： 

        一百三十点经验； 

        二十二点潜能； 

        二点江湖声望。 

        二点内力。 

4：打扫某处 

杂役尼姑道：好像有个家伙在我们后山范围乱涂乱画，你拿着我的扫把去把污迹打扫一下吧。 

杂役尼姑给了你一把扫把，你可以去脏乱的地方打扫(dasao)一下。 

提示：所在位置错误非常显眼 而且经常会是带颜色的描述，一眼就能看出来，会涨基本sword和blade 

例如下面的 黄河北岸等都是带颜色的描述 

药王洞 –  

    兵营侠义厅石阶小广场城墙尚武书局朱雀街柴房黄河北岸东大街遮雨廊长江岸边汝州城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west。 

峨嵋派第四代弟子 静慈师太(Jingci shitai) 

5：制作草药 

静慈师太说道：「草药在后山可以找到(search)，在这里门口晒干(shai)后分拣(fenjian)出合适的，再回

到这里捣药(daoyao)就可以了。」 

提示：建议search5-10个草药后在去晒干，因为分拣和捣药都会有失败，而

且晒干还要有时间，注意晒干的时候id不要离开一直等到能jian了为止，否则白

晒了还的重采…..这个应该不是bug……注意身上物品数量以及负重上限，fenjian

会涨force 

6：制作霹雳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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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慈师太说道：「拿着我这把小铲子，在后山山洞铲(chan)一些硫磺粉，在前山花园铲一些硝石粉，灌

(guan)入这个小球里就可以制成霹雳弹了。」 

提示：注意guan也是有失败概率的，所以建议多chan些原料，注意身上物品

数量以及负重上限，guan会涨throwing和霹雳弹 chan会涨基本dodge和parry 

7：学习技能 

>你向静和师太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静和师太说道：「你的临济十二庄太低了，去学个二级再回来吧。」 

提示：这个部分我只举了一个sk，实际任务会给以下的高级功夫作为任务目

标 

临济十二庄(linji-zhuang) 

诸天化身法(zhutian) 

金顶绵掌 (jinding-mianzhang) 

天罡指 (tiangang-zhi) 

回风拂柳剑 (fuliu-ji) 

雁行刀 (yanxing-dao) 

2.1.9.3 高级部分 

这个部分任务有8种 

在原有的中级7种任务基础上加入了星宿的部分新手任务，主要是做木杖，

冰杖，冰魄杖 

你向静和师太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静和师太说道：「掌门在招人办事，你且去帮帮她吧。」 

你向灭绝师太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灭绝师太说道：「近日屡有我派弟子被星宿中人打伤，我与星宿派大弟子我踏月色而来有故，你去问问他

到底怎么回事。」 

你向我踏月色而来打听有关『whatsup』的消息。 

我踏月色而来道：灭绝老尼也太有趣了，派你来送死吗？但我偏不杀你，做完一次苦力就送你回去。 

我踏月色而来拍了拍悟心的头，说道：「好孩子，乖。」 

我踏月色而来说道：「你去帮我弄根冰杖过来吧。」 

这两样工具也许你会需要，一定要保管好。 

我踏月色而来给你一把大斧头。 

我踏月色而来给你一把碎金刀。 

地图 

  山林 7─山林 8─山林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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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林 4─山林 5─山林 6 

     │   │   │ 

    山林 1─山林 2─山林 3 

        │ 

       山林前        密室 1─密室 2─密室 3 

        │             ∧ 

    草地─ 草地 ─草地     碎石路 2─豁然轩 左内殿 

     │    ↓   │     ╱      │   │ 

问津亭─草地→小山坡←草地─碎石路 1      天秀宫 ＞内殿─石壁 

 │     │    ↑   │     ╲      │   │ 

日月洞 草地─ 草地 ─草地     碎石路 3─延至馆 右内殿 

      ╲ │ ╱ 

       小湖 

主体流程： 

1位置：内殿附近 zine接受任务 

2位置：山林 命令:pi 获得圆木， 

3 移动圆木移动到密室2 命令：tui 方向(类似推车) 

4位置：密室2  命令：xiao 获得木杖（任务物品） 

5位置：小湖    命令：pao zhang大约1分钟后qu zhang 获得冰杖（任务物品） 

6 位置：山林 命令:xian 出现毒虫后杀死 get 毒药 from corpse 获得毒药 

7 位置：密室1 命令:cui zhang 大约1分钟后 命令：finish 获得冰魄杖（任务物品） 

具体流程和环节也可以参考星宿的新手任务那里详细些 

提示：掌门任务分支会有本门高级功夫的奖励，经验为普通任务2倍左右 

2.1.9.4 武功奖励获得 

ask miejue about zhidian 
你向灭绝师太打听有关『zhidian』的消息。 

灭绝师太用醍醐灌顶的功法输送了一些功力到你的体内。 

灭绝师太把你的级别提升到了四级！ 

你的先天灵性增加了！ 

你的先天膂力增加了！ 

ask shitai about zhidian 

你向静闲师太打听有关『zhidian』的消息。 

静闲师太道：既然静闲师太艺成下山，这柄软剑就交给你了，希望不令神兵蒙尘。 

ask shitai about zhidian 

> 软剑(Ruan jian) 

这是一把师门赠给文心的软剑，锋利异常。 

软剑完好无损，宛如新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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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105)  

你向静迦师太打听有关『zhidian』的消息。 

静迦师太道：既然静迦师太艺成下山，这柄柳叶刀就交给你了，希望不令神兵蒙尘。 

> 柳叶刀(Liuye dao) 

这是一把师门赠给文心的柳叶刀，锋利异常。 

柳叶刀完好无损，宛如新的一般。 

软剑(+105)  

ask zhou about zhidian 

你向周芷若打听有关『zhidian』的消息。 

周芷若说道：「好吧，我就教给你点不同的东西。」 

周芷若说道：「郭襄祖师创立峨嵋派，其实很多武功源自峨嵋九阳功。」 

周芷若说道：「我闭关多年，终于悟得一鳞半爪，今天倾囊传授于你。」 

周芷若说道：「多在云台上静坐，也许可以获得些进步。」 

你的峨嵋九阳功进步了！ 

峨嵋九阳功 (emei-jiuyanggong)            - 新学乍用  10/     0│ 

2.2 丐帮 

2.2.1 丐帮简介 

丐帮乃是武林中的第一大帮派，其势力极广，其总部甚至就在xkx的中心扬

州的中央广场，江湖中无处不是丐帮的地盘。帮中的弟子，少说也有十来万。要

是得罪了丐帮，嘿嘿…… 天下之大 ，恐怕也无藏身之所。丐帮向来以侠义著称，

帮中兄弟，无不尽忠职守，抛头颅，洒热血，为国为民，贡献良多。 

2.2.2 丐帮人物 

 丐帮帮主：「九指神丐」洪七公 

 九袋长老： 

 「掌棒龙头」鲁有脚 

 「掌钵龙头」彭有敬 

 「执法长老」简长老 

 「传功长老」梁长老 

 八袋弟子： 

 余洪兴、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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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袋弟子： 

 左全、马俱为、何不净 

 其余弟子： 

 李斧头（六袋） 

 江上游（五袋） 

 快活三（四袋） 

 莫不收（三袋） 

 裘万家（二袋） 

 赵狗儿（一袋） 

 「妙手神丐」空空儿 

2.2.3 武功简介 

知识技能 

叫化绝活（begging） 

功效：可以问任何npc要她没有装备在身上的物品，比如银子、书、钥匙之类（300级后，混天内功powerup

打到1/3效果。洪七可以学到250，250级时powerup仍有加强，建议潜能充足时先学到250级  ，最好

新手车任务做完之后再学，前面学了，哪怕学1级，扬州醉仙楼都不让进去，影响推车。）（help beg） 

 
道听途说（checking） 

功效：向人打听别人所学过的技能的本领 （help check） 

 
妙手空空（stealing） 

功效：偷东西的本领。虽然看似鸡鸣狗盗，不登大雅，但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若能初入丐帮时听从师

傅吩咐，痛下苦功，将来临阵之时，必有大用。 （help steal） 

这项技能可以从npc和玩家身上偷任何没有装备在身上的物品，但是失败会被叫杀，新手慎用。 

内功 

混天气功

（huntian-qigo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 无 

练习条件 不可以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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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招式 加力 exert/yun powerup 

要求：当前内力100。叫化绝活300级之后达到1/3的效果。 

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混天气功40级，最大内力300，当前内力150（治疗别人或者自己。1、当

重伤状态时不能yun heal就必须用这个指令治疗自己。萧峰任务时可以用此指令治

疗杀手，以完成认输任务，具体参看萧峰任务wiki。） 

轻功 

逍遥游（xiaoyaoyou）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 无 

练习条件 气大于40，耗气 

特殊招式 无 

徒手功夫 

注：蛇形刁手可以和降龙十八掌互备，bei shexing-shou xianglong-zhang 
蛇形刁手

（shexing-shou） 

可激发为parry；hand（注: 典型废技能，普攻非常低，互备后拉低普攻伤害，没

必要学。） 

学习条件 学蛇形刁手需身具10级混天气功，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 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内力 

特殊招式 无 

 
降龙十八掌

（xianglong-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注：解密射雕主线任务亢龙有悔可对降龙十八掌perform

命中有相应提高。） 

学习条件 学降龙十八掌需20级混天气功，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 气大于40，内力大于10，耗内力 

特殊招式 雷霆降龙（需解秘） 

使用：perform xianglong-zhang.leiting 

功能：使对手一招倒地 

要求：降龙十八掌有效等级135，混天气功有效等级135，最大内力和当前内力

必须都大于200 

降龙啸 

使用：perform xianglong-zhang.xiao 

功能：增加空手对战时的攻击力（后天臂力，攻击命中，300级时加30多臂力100

命中） 

要求：降龙十八掌100，混天气功100，内力高于有效掌法400，后天膂力30，激

发招架为降龙十八掌，战斗时使用 

亢龙三悔 

使用：perform xianglong-zhang.sanhui 

功能：连出三招亢龙有悔（物理+化学攻击） 

要求：后天身法膂力50，浑天气功和降龙十八掌250，最大内力5000，当前内力

3000，精力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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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雀台积分可换真降龙十八掌 

兵器功夫 

六合刀（liuhe-dao）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学六合刀需身具10等级混天气功，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六合归虚：perform liuhe-dao.liuhe 

功能：对敌人进行攻击，对乾坤大挪移效果甚佳。 

要求：六合刀1000级，内力3000，需要解密。 

（据说刀法1000级之后解密可以学到一个化学攻击的perform） 

 
打狗棒法（dagou-ba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staff 

学习条件：洪七公的弟子，具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缠字诀 

使用：perform dagou-bang.chan 

功能：使对手busy，命中跟持续时间都不错 

要求：打狗棒法40级 

戳字诀 

使用：perform dagou-bang.chuo 

功能：能伤害对手的最大气血及内力，化学攻击，能享受jiali 效果（能伤害对手的当前气血及最大气

血（所谓的化学伤害））。 

要求：打狗棒300，最大内力400，内力200，精100，混天气功100 

*挑字诀 

使用：perform dagou-bang.tiao 

功能：挑掉对手兵器 

要求：打狗棒法150 

*转字诀 

使用：perform dagou-bang.zhuan 

功能：连续物理攻击 

要求：打狗棒法100，混天气功100，内力300 

天下无狗（自动perform） 

要求：打狗棒法等级80，如果当前内力大于100，force大于60，staff大于60，可以随机出天下无狗

的perform，同时内力-100 

注：转和挑的绝招需要解密 

2.2.4 丐帮拜师必读 

2.2.4.1 丐帮袋位升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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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时可以拜裘万家和空空儿，但是拜了空空儿之后相应袋位的师傅就不

敢再收你，空空儿不会六合刀，但是叫化绝活和妙手空空很高，这些功夫可是丐

帮的拿手功夫，很有用的噢。由于升袋时必须使用刀法，并且拜了其他师傅，包

括洪七公在内，还可以拜空空，所以拜之前请考虑清楚。(注意，拜了空空儿之

后，要再拜，只能拜帮主洪七公了，鲁有脚都拜不了) 

一个丐帮弟子从拜第一个师傅起就自动成为一个一袋弟子，等到他或她的经

验值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如果师门忠诚度大于n*100，就可以向简长老要青竹令

（经验要求： （2000+500*（n-1））*n*n；n为袋的个数）。凭此青竹令丐帮弟子

可以向同袋位的 NPC大师兄挑战 （fight），如果获胜就可获青竹令，凭此向简

长老要求晋级，反之就失去令牌，必须再次挑战。晋级后获得经验值（计算方法：

n * n * 1500）以及布袋。 

另：丐帮只收无家可归的孤儿，不收叛师之徒，即使是没拜过师的平民百姓，

如果exp大于2000，也一样不收。 

九袋长老并不都收徒，而且收徒的条件也不尽相同，而拜洪帮主学丐帮绝技，

膂力自然要大些。后天臂力要求35(如果门忠够高，臂力30也可以拜) 

丐帮「污衣派」与「净衣派」的门派新手任务略有不同，其他方面暂时没有

区别，以后可能会对 「净衣派」弟子在随处睡觉以及乞讨、偷窃等方面加以限

制。 

2.2.4.2 如何要青竹令 

去到简长老那里，“ask jian about 青竹令”就好，顺便也可以问问他关于升

袋的事，他也许会告诉你。 

2.2.4.3 关于布袋 

丐帮的弟子身上都有布袋，这也是丐帮弟子的标志，可是如果不小心死掉了，

布袋就没了，不过不用担心，去跟简长老述述苦，也许还能拿回来。虽然没有布

袋也不影响什么，可是要是堂堂九袋长老，身上一个布袋都没有，人家说不定会

以为你是谁派来的奸细呢。 

2.2.4.4 如何挑战 

将青竹令交同辈师兄，他就会允许你向他挑战（fight），他会领你到升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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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获胜后他会把令交还给你，将青竹令拿回去交给简长老，他就会让你升袋了，

同时会得到升级的经验奖赏。 

2.2.4.5 如何晋级 

同上，升袋后，就可以去拜高一级的师傅了，不过有的师傅对师门忠诚的要

求可能高一些，去问问简长老关于晋级的事，他也会告诉你的。 

2.2.4.6 如何提高师门忠诚 

想提高对师门的忠诚，当然要对门派做贡献了，去找本帮长老彭有敬要任务

吧，ask peng about quest，去找来相应的物品，或者去战胜敌人、杀死敌人 

拜洪七公需要1500 的师门忠诚度。 

2.2.4.7 关于叛师 

如果玩家觉得丐帮的气氛不适合自己，而改拜其他门派，那么将不能再回到

本门 

2.2.4.8 关于拜洪七公 

拜师洪七公需要彻底完成丐帮净衣派或污衣派新手任务（完成后出现提示），

膂力不低于30，根骨不低于20。 

2.2.5 丐帮师傅武功等级 

空空儿 

┌ 四项基本知识 ──────────────────────┐ 

│ 叫化绝活 (begging) - 融会贯通 130/ 0│ 

│ 道听途说 (checking) - 已有小成 110/ 0│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略知一二 50/ 0│ 

│ 妙手空空 (stealing) - 融会贯通 130/ 0│ 

└────────────────────────────────┘ 

┌ 五项基本功夫 ──────────────────────┐ 

│ 基本轻功 (dodge) - 平平淡淡 11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平平淡淡 110/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平平淡淡 11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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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项特殊功夫 ──────────────────────┐ 

│□混天气功 (huntian-qigong) - 第三重楼 70/ 0│ 

│□降龙十八掌 (xianglong-zhang) - 初窥门径 70/ 0│ 

│□逍遥游 (xiaoyaoyou) - 初出茅庐 80/ 0│ 

鲁有脚（九袋） 

鲁有脚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一项技能） 
┌ 一项基本知识 ──────────────────────┐ 

│ 叫化绝活 (begging) - 已有小成 100/ 0│ 

└────────────────────────────────┘ 

┌ 六项基本功夫 ──────────────────────┐ 

│ 基本刀法 (blade) - 平淡无奇 120/ 0│ 

│ 基本轻功 (dodge) - 平淡无奇 12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平淡无奇 12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平淡无奇 120/ 0│ 

│ 基本杖法 (staff) - 平平淡淡 115/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平淡无奇 125/ 0│ 

└────────────────────────────────┘ 

┌ 四项特殊功夫 ──────────────────────┐ 

│□混天气功 (huntian-qigong) - 第五重楼 120/ 0│ 

│□六合刀 (liuhe-dao) - 平平淡淡 110/ 0│ 

│□降龙十八掌 (xianglong-zhang) - 平淡无奇 120/ 0│ 

│□逍遥游 (xiaoyaoyou) - 平淡无奇 120/ 0│ 

└────────────────────────────────┘ 

黎生（八袋） 

黎生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一项技能） 
┌ 一项基本知识 ──────────────────────┐ 

│ 叫化绝活 (begging) - 已有小成 100/ 0│ 

└────────────────────────────────┘ 

┌ 六项基本功夫 ──────────────────────┐ 

│ 基本刀法 (blade) - 平平淡淡 110/ 0│ 

│ 基本轻功 (dodge) - 平平淡淡 11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平平淡淡 111/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平平淡淡 112/ 0│ 

│ 基本杖法 (staff) - 平平淡淡 110/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平平淡淡 115/ 0│ 

└────────────────────────────────┘ 

┌ 四项特殊功夫 ──────────────────────┐ 

│□混天气功 (huntian-qigong) - 第四重楼 112/ 0│ 

│□六合刀 (liuhe-dao) - 平平淡淡 1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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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龙十八掌 (xianglong-zhang) - 普普通通 105/ 0│ 

│□逍遥游 (xiaoyaoyou) - 平平淡淡 112/ 0│ 

└────────────────────────────────┘ 

左全（七袋） 

左全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九项技能） 
┌ 二项基本知识 ──────────────────────┐ 

│ 叫化绝活 (begging) - 马马虎虎 80/ 0│ 

│ 道听途说 (checking) - 马马虎虎 80/ 0│ 

└────────────────────────────────┘ 

┌ 四项基本功夫 ──────────────────────┐ 

│ 基本轻功 (dodge)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普普通通 103/ 0│ 

│ 基本招架 (parry)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普普通通 100/ 0│ 

└────────────────────────────────┘ 

┌ 三项特殊功夫 ──────────────────────┐ 

│□混天气功 (huntian-qigong) - 第四重楼 100/ 0│ 

│□降龙十八掌 (xianglong-zhang) - 普普通通 103/ 0│ 

│□逍遥游 (xiaoyaoyou) - 普普通通 101/ 0│ 

└────────────────────────────────┘ 

李斧头（六袋） 

李斧头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一项技能） 
┌ 二项基本知识 ──────────────────────┐ 

│ 叫化绝活 (begging) - 马马虎虎 90/ 0│ 

│ 妙手空空 (stealing) - 马马虎虎 90/ 0│ 

└────────────────────────────────┘ 

┌ 五项基本功夫 ──────────────────────┐ 

│ 基本刀法 (blade) - 略知一二 92/ 0│ 

│ 基本轻功 (dodge) - 略知一二 95/ 0│ 

│ 基本内功 (force) - 略知一二 90/ 0│ 

│ 基本手法 (hand) - 略知一二 95/ 0│ 

│ 基本招架 (parry) - 略知一二 93/ 0│ 

└────────────────────────────────┘ 

┌ 四项特殊功夫 ──────────────────────┐ 

│□混天气功 (huntian-qigong) - 第四重楼 95/ 0│ 

│□六合刀 (liuhe-dao) - 略知一二 94/ 0│ 

│□蛇形刁手 (shexing-shou) - 略知一二 95/ 0│ 

│□逍遥游 (xiaoyaoyou) - 略知一二 9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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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游（五袋） 

┌ 二项基本知识 

│ 叫化绝活 (begging) - 马马虎虎 80/ 0│ 

│ 妙手空空 (stealing) - 马马虎虎 80/ 0│ 

┌ 五项基本功夫 

│ 基本刀法 (blade) - 初出茅庐 72/ 0│ 

│ 基本轻功 (dodge) - 初出茅庐 8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初窥门径 70/ 0│ 

│ 基本手法 (hand) - 初出茅庐 8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初出茅庐 83/ 0│ 

┌ 四项特殊功夫 

│□混天气功 (huntian-qigong) - 第三重楼 75/ 0│ 

│□六合刀 (liuhe-dao) - 初出茅庐 80/ 0│ 

│□蛇形刁手 (shexing-shou) - 初出茅庐 80/ 0│ 

│□逍遥游 (xiaoyaoyou) - 初出茅庐 80/ 0│ 

2.2.6 丐帮迷题提示 

2.2.6.1 雷霆降龙 

丐帮的拿手功夫不外乎降龙掌和打狗棒法，可是降龙掌的绝招雷霆降龙还要

另外和洪七公学。 

洪老帮主曾因贪吃误事而自断食指，想从洪七公那学得如此绝技，门下的丐

帮弟子，若能以美食打动其心，加之机缘巧合，说不定别有所获。 

2.2.6.2 打狗棒绝招 

打狗棒的某些绝招洪七公并不轻易传授。由于洪七公生性刚直，喜欢忠义之

人，或许门派忠诚度高些之后，更容易获得他老人家的青睐。 

2.2.6.3 丐帮暗道 

丐帮有极其秘密的地下通道，乃用丐帮几辈人之心血掘成。丐帮暗道四通八

达，本为本帮秘密通道，后来逐渐众所周知，不过要是被本门的长老看见还是不

好的。 

2.2.6.4 青竹林 

如果想去丐帮总舵，还不想走丐帮的暗道的话，就只能走竹林了，不过小心

迷失了方向哦，竹林的走法也许只有丐帮的帮主才会知道。洪七公说道：「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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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东西北。」 

2.2.6.5 棒法秘籍 

丐帮的打狗棒，天下无人不知，本人中人。据说本门掌棒龙头鲁长老保管着

一本关于棒法的秘籍，只要对本门足够的忠诚，鲁长老也许会把秘籍给你拿回去

钻研。 

2.2.6.6 其他 

在南阳有个丐帮的弟子，看起来有点异样。他是丐帮新近加入的弟子，可也

一步步升到了五袋。让人有点怀疑他的身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2.2.7 高级攻略 

如果你属于天龙 武当 丐帮 古墓 峨眉 星宿 桃花岛 全真 日月 华山 明

教 少林 中的一员，恭喜你，你不必去做无聊的钓鱼红豆任务，你的师门对你有

特别的照顾。去找你的师傅问问他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吧。新手任务不仅可以增

加经验，潜能，而且都对你将来的武功大成大有助益。 请以上门派玩家不要钓

鱼和红豆，会影响日后拜师甚至武功进展，先做完新手任务，各门派新手任务都

有完成情况的相关提示。 在 入门篇 的 新手必读 里有个新手任务攻略大全。 

2.2.7.1 前言 

丐帮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门派。就福利方面来说，丐帮没有其它门派

的丹啊、丸啊之类的灵药可吃。但是丐帮的新人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时候，却最容

易生存，因为我们有叫化绝活，随便到朱熹、冼老板和崔员外那转一圈1百多两

银子就到手了，既安全又方便。不论是净衣派还是污衣派均可以随地睡觉，这一

点对于在特殊地点学功夫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正循环以前及正循环效率不高的时

候，让其它门派羡慕去吧。还有道听途说，在武功还不高的时候，道听途说是帮

弟子欺负弱小的法宝（安全第一，不打无准备的仗hehe）。其实丐帮最大的福利

应该是四通八达的地道，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各门派通用的福利了；就功夫方面

来说，丐帮的兵器功夫较弱，甚至没有互备的兵器，兵器的杀伤力也不强。有人

说武当是削弱了的丐帮，其实不然，我做过比较一个武当的ID互备了太极剑和太

极刀之后，做慕容明显比丐帮要快很多。但是丐帮功夫也有其两大优势，首先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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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的缠天下无双，缠住对方的几率较大，busy时间也较长。其次是降龙掌的雷庭

也是南侠中为数不多的一招晕，有高手说“雷霆降龙随ID的经验越高，打和你相

等exp的对手的命中率好像就越低，1M以后基本打不中了”，没核实过，不过那

天特地实验了一下，打各门派入门师傅基本是一招倒地，但是打简长老30多掌一

次也没打着；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右手拿棍，左手空手时，既可以出打狗棒

pfm，又可以出降龙掌pfm。这一点南侠天神级巫师无欢已经确认了，本人也试

验过，超级爽，以前不知道，总是缠中之后放下棍子再发雷霆。  

以上是我对丐帮的基本认识，初涉江湖者何去何从，还是请自己考虑好。  

2.2.7.2 选人 

选人首先要了解人物有哪些属性，各属性分别起什么作用：在南侠中人物的

基本属性有七个分别是：膂力、悟性、根骨、身法、福缘、容貌和灵性。  

膂力主要影响你进攻时的杀伤力，不论是徒手搏击还是持械相斗，膂力越大，

敌人受的伤便越重。膂力还有一些次要的影响，首先是你的饭量和水量，等于(天

生膂力 + 10)× 10。饭量小的人，很容易便会吃饱，很快又会再肚饿。膂力还

有一个影响就是你的负荷能力，同样的物件，膂力低的人拿起后对战斗所做成的

负面影响，要比膂力高的人来得严重。  

 悟性，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学习包括很多方面，例如读书、理解师傅

的教诲、及从战斗中领悟武功。先说读书，每一次读书都要消耗一些

精力，悟性高的人消耗的精力较少，悟性低的人消耗的精力较多，至

于透过读书而获得的技能点数，却与悟性无关，这完全是由你的读书

识字的等级来决定。至于向师傅学习，也是需要消耗精力的，同样地

悟性越高，每一次所消耗的精力便越少。最后便是从战斗中学习的能

力，悟性越高的人，学习得越快，也就是说潜能和经验的增长也越快

和越容易，这一点十分十分重要，一个悟性高的人，可以跟武功比他

差很多的对手打架而仍然获得潜能和经验，这种战斗又容易又安全又

快；但悟性低的人却要跟武功高得多的人打架才能获得潜能和经验，

又慢又危险。  

 根骨，代表一个人天生的体质好坏，根骨越好，他的气力的恢复速度

南侠wiki  第267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越快，每一次升级时体力的增加也较多，受到攻击时所受的伤也较轻。

不过，以上所说的种种好处，有时是可以从别的方法获得，例如一个

人的气力的恢复速度，也受到内力的多寡影响，基本上算法是： 每次

所恢复的气力 = 基本气力恢复量 + 内力上限/10 + 医术等级/2“基本

气力恢复量”是由根骨决定，当你的内力上限达到很高的数值时，基

本气力恢复量便不再显得重要了。根骨好的新人物，能忍受的伤害较

多，恢复也较快，这一点是很有利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根骨会间

接地影响一个人的武功进度，因为根骨好的人精力和气力都恢复的较

快，可以更快地再读书，或者再向师傅请教，或者再进行练习，从而

加快学习的进度。  

 身法，影响一个人的防御及躲避的能力，以及物理攻击命中。身法越

好，便越容易避开对手的攻击，越容易击中对方。一个拥有高身法的

人，可以更轻松地与武功高强的对手打架。  

 福缘对于解决一些秘密或者提高自己武学修为（如打通任督二脉等）

有比较大的影响。  

 容貌，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你的描述更pp些。  

 灵性，现在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参数。一开始大家的灵性都是30，当你

学习的技能总数大于灵性时，会减慢你学习的效率。  

以上前七项都可以通过后天增加，臂力可以通过基本空手功夫（strike、cuff、

claw、hand等）来提升；悟性可以通过读书写字(literate)的等级提高来提升；根

骨是通过基本内功(force)提升；身法可以通过基本轻功(dodge)等级提升。以上四

项均是每增加10级加1点属性；但是后天属性和先天属性还是有区别的，就臂力

而言，据说是1点先天的=3点后天的，其它三项是否有这种区别我就不太清楚了。 

福缘可以通过吃福缘丸、捐钱增加，容貌可以通过洗澡来增加。灵性可以通过特

技灵气逼人(spirituality)增加10点。  

其它增加先天属性的方法，如一灯任务、升级及打通任督二脉等，在这就不

一一细述了。  

介绍完了人的基本属性，就该讲讲丐帮如何选人的问题了。首先要讲的是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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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的ID臂力一定要高，我初来南侠就是没搞清楚这个问题，选了个12臂力的人，

不但搬不动npc而且对于后来拜九袋长老和洪七公也都有影响，所以建议选臂力

至少25以上，论坛上有人建议丐帮前四项选30、20、20、10，其实这是比较中庸

的选法，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同时也适合大多数门派。但是我认为丐帮应该还有

以下两种选择：  

 知识型：四种属性(25~30) (25~30) (15~20) 10，选择知识型的玩家在初

期可以说很容易，因为悟性高不但学东西快、耗潜能少、很多书都可

以读，适合没时间挂机的玩家。 

 体能型：四种属性(25~30) (10~15) (25~30) 10，选择体能型的玩家在初

期没人帮助难度会很大，虽然根骨高的气力的恢复速度快一点，但是

悟性低会把这一点优势抵消掉。同时悟性低于20不能读说文解字，能

读的圣经又是非常难得的珍惜物品，而多数新手过渡内功书《紫霞秘

籍》更是要求悟性25以上才能读。  

不过我比较倾向推荐第二种类型，原因有二：首先，现在练功、领悟的机器

人论坛里很多，基本可以实现全自动工作，所以学习效率问题可以用长时间自动

挂机补回来，条件是要有一台能24小时上网的电脑（我本人不具备这种条件chat* 

wuwu）；其次，对于想要学互博弥补无兵器互备缺限的，悟性越低学的越快。前

几天我用一个悟性25的米做实验，整整用了1个天半加1夜的时间才学会，这期间

断断续续送走了4个学互搏的。学会互搏要减3点先天悟性，如果先天悟性为10

则不会减少，等于白得了3点基本属性点的福利。而且根骨高每一年长的气血也

会多一些，何乐而不为呢？如果不想学互搏，建议悟性选15，这样再加上偷来的

5点就可以读说文解字和紫霞秘籍了。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丐帮的ID最好选男性，因为丐帮入门功夫比较平庸，这

一点下一章有专门的介绍，前期可以用英雄剑法顶着，可是英雄剑法只有男性可

以学，这就是我推荐男性ID的原因。(提醒一下，英雄剑法并非只有男性可以学

而是只有男性可以练，看书最高学到171，之后再想提高只能靠练，不过事实上

一般100级技能的时候打狗棒降龙十八掌什么的都已经上来了，150的时候基本

pfm也都有了，所以女性前期用英雄剑基本没什么问题，本人表示受到这句话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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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深受其害）  

建立新ID时的选点不重要，因为进入游戏完成新手村任务以后在上车离开新

手村前可以用changegift来调整。不过我建议想走体能型路线的，在注册时悟性

还是选30的比较好。  

2.2.7.3 武功 

丐帮的知识类技能比别的门派多一点，但是武功却属于精简的，不像有的门

派功夫一大堆，让人眼花瞭乱不知该学点什么好。  

知识类技能有三个，叫化绝活、妙手空空和道听途说。  

 叫化绝活，可以问任何npc要她没有装备在身上的物品，比如银子、书、

钥匙之类，在很久很久以前，曾有人用叫化绝活的bug一夜暴富，呵

呵……。现在似乎也改了，以前等级低的时候多要几次总能成功，前

两天实验1级begging要了一千多次，一次都没有成功过！想要成功最好

还是多学几级试试，hehe  

 妙手空空，这项技能可以从npc和玩家身上偷任何没有装备在身上的物

品，但是失败会被叫杀，新手慎用。  

 道听途说，该技能对新手比较有用，但怀疑巫师已经对其动过手术了，

现在经常遇到打听不到消息的情况。  

特殊功夫共有六门：  

 混天气功(huntian-qi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无 练

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①加力（exert/yun powerup）要求当

前内力100 ②疗人（exert/yun lifeheal）要求混天气功40级，最大内力

300，当前内力150  

 打狗棒法(dagou-bang)： 可激发为parry；staff 学习条件：洪七公的弟

子，具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①缠字

诀（perform staff.chan）要求打狗棒法40级 功能：使对手busy ②戳字

诀（perform staff.chuo）要求打狗棒300，最大内力400，混天气功100 功

能：能伤害对手的最大气血及内力 ③*挑字诀（perform staff.tiao）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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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打狗棒法150 功能：挑掉对手兵器 ④*转字诀（perform staff.zhuan）

要求打狗棒法100，混天气功100，内力300 功能：连续攻击 ⑤天下无

狗（自动perform）要求打狗棒法等级80，如果当前内力大于100，force

大于60，staff大于60，可以随机出天下无狗的perform，同时内力-100 注：

加*号的需要解密，解密方法见后面的秘密，个人认为最好用的是缠，

超级好用命中高时间长。  

 六合刀(liuhe-dao)： 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学六合刀需身具

10等级混天气功，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无 属于鸡肋功夫，但是却是丐帮弟子升九袋之前唯一的兵器功夫，所

以也是不得不学的功夫。有牛人说六合刀等级高了也很牛，我不知道，

但我想南侠里的任务npc等级是根据玩家算出来的，如果是一门很弱的

功夫你练 再高和同级其它功夫比起来还是弱功夫。  

 降龙十八掌(xianglong-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学降

龙十八掌需20级混天气功，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40，内力

大于10，耗内力 特殊攻击：①雷霆降龙（perform strike.leiting）要求

降龙十八掌、混天气功有效等级均>135，最大内力和当前内力必须都

大于200 功能：使对手一招倒地（俗称一招晕） ②降龙啸（perform 

strike.xiao）要求降龙十八掌100，混天气功100，内力高于有效掌法400，

后天膂力30 功能：增加空手对战时的攻击力 ③亢龙三悔（perform 

strike.sanhui）要求后天身法膂力50，浑天气功和降龙十八掌250，最大

内力5000，当前内力3000，精力500 功能：连出三招亢龙有悔 降龙掌

是丐帮首推的两大功夫之一，也是丐帮弟子唯一可能一入在中前期用

到的pfm功夫（为什么说可能呢？请往后看）， 注：雷霆降龙需解秘  

 蛇形刁手(shexing-shou)： 可激发为parry；hand 学习条件：学蛇形刁

手需身具10级混天气功，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

20，耗内力 特殊攻击：无 典型的鸡肋，可以不学，初期用六合刀顶

着，后期就是打狗棒和降龙的天下了，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上浪费时间

和潜能。虽然可以和降龙互备，但是在兵器硬过拳头，而且有新手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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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装备的南侠中，没有人会选择 这门功夫。有人问，那我们为什么要

学降龙？嘿嘿，学降龙不是说它硬过兵器，我们用的是它的pfm，而不

是它的普通攻击。  注：可以和降龙十八掌互备  bei shexing-shou 

xianglong-zhang  

 逍遥游(xiaoyaoyou)：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大

于40，耗气 特殊攻击：无 不用说了，丐帮唯一的轻功，没得选……  

2.2.7.4 入门 

关于新手入门的介绍很多也很详细，基本各门派通用，所以和丐帮有关的说

详细点，通用的我就一带而过，不明白的可以参照论坛里的其它入门贴。  

【拜师】： 

丐帮收徒条件比较苛刻，只收无家可归的孤儿，不收叛师之徒，即使是没拜

过师的平民百姓，如果exp大于2000，也一样不收（比明教好一点）。  

 【裘万家】：刚开始进入游戏后从客栈w;s;enter shudong就可以拜裘万家

了，这时候他会门你要加入净衣派还是污衣派，可以随便选，至少目

前没什么区别，很久很久以前有人说可能净衣派睡觉的地方会有限制，

但到现在也没有变，估计短期内也不会变。不过如果你真的懒，到哪

都想睡一会，那还是选污衣派吧，省得改了以后怪我，毕竟南侠的巫

师是最勤快的（也不知是玩家的幸运还是不幸）。  

 【空空儿】：当然此时也可以拜空空儿，但是提醒新玩家们注意，拜空

空儿一定也谨慎，想好之后再拜，否则可没地买后悔药去。首先拜空

空儿之后，七袋以前的弟子都不敢再收你，也就是说你一直要在他手

下干到六袋弟子，才能换师傅（叛师除外）。拜空空儿的好处是可以较

早地学到降龙十八掌和较高的叫化绝活和妙手空空等技能。但是空空

儿不会六合刀，前面说过在南侠空手是很吃亏的，而叫化绝活和妙手

空空只是辅助技能，在中后期基本上没什么用处。如果实在想拜kong，

建议先bai裘万家学几级刀法，反正在升六袋之前可以随时来拜空空儿

的。另外空空儿喜欢乱跑，也容易被杀，在你想学习的时候找不到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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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是很痛苦的:-D（目前建议（2015-1-26）：如果上来就拜空空儿直接

划分到净衣派，没得选，这点要注意，先拜裘万家选好净衣、污衣后

再拜空空儿身份不变。其实前期六合刀没什么用，如果想快点九袋，

建议拜了裘万家（如果想选污衣的话）后直接拜空空儿，直接用70级

降龙十八掌过九袋，比六合刀强很多，六合刀前期没必要学）  

【武功】： 

丐帮功夫比较精简，入门的功夫更精简了，特殊功夫无非是混天气功、六合

刀法、降龙十八掌和逍遥游四样。如果前期打算用英雄剑顶着那就只要和师傅学

个逍遥游就够了。（英雄剑比不过十八掌平砍，而且英雄剑法perform比较耗内力，

丐帮前期缺内力，所以不如直接十八掌平砍，试过就知道了）   

【打算以慕容任务为主的玩家】  

到广场摘果子吃、上赏月台吃月饼，稍微弄点功夫，然后就可以去做慕容任

务了 

【注】： 

1、慕容叛徒的功夫等级是按玩家的最高等级计算的。很多人认为skill要平

均且不要超过50，也有人认为要full功夫，其实我认为还是低一点好做，但是skill

低了，很多地方进不去，完成任务的效率也会下低。 

2、这时候新手要注意：如果前面把月饼跟果子吃了没有激发特殊内功的话

会加到基础内功上，所以建议jifa混天气功后再吃，蚊子再小也是肉嘛！可以节

省一点打坐、吐纳的时间。 

3、慕容任务三万经验之后才能做。 

4、新手礼物下线或死亡后会消失，再也拿不到了，这点注意。'' 

【打算快速九袋的玩家】  

    1、想快速九袋的话建议升袋经验不够时再考虑慕容、华山送信或者投名状

任务（经验高一些，技能能跟上，不然只能低技能做慕容，送信投名状就麻烦一

些了），先把基础跟特殊技能full到60之后就把新手任务完成度做到100%。（如果

是偷东西的任务，妙手空空40就可以了，但是偷比自己境界高的人失败几率可能

会较高（自己感觉，没有实际弄很多号试验过，仅供参考））建议偷之前look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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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然后就可以门忠了，门忠做到800了就可以考虑直接升到九袋了，也可以

涨100门忠升一次袋 

【注】： 

 这里新人还要注意，升袋是会送经验的，想做新人里程碑加先天的

话，一定要在300K之前做，高了的话就没有先天加了！ 

 新手任务最好一口气做完，不然很有可能出现完成度减少的现象，

具体原因不详，偷东西的任务有时候看人品，但是注意一点，千万

不要偷境界差自己很高的人，不然NPC想不杀你都难（碰一下就死

了），偷东西时出现叫杀的尽量跑以免被杀或者误杀NPC（误杀NPC

会掉出任务物品，但是鲁长老不会承认是偷来的），同时打晕npc再

偷也是不被承认的'' 

2.2.7.5 升袋 

你从拜裘万家起就成为丐帮的一袋弟子了，以后想拜高一级的师傅必须要升

袋，必须向简长老要青竹令，“ask jian about 青竹令”（要求师门忠诚度大于n*100，

经验大于(2000+500*(n-1))*n*n；n为袋的个数），把青竹令交给同袋位的NPC大

师兄，就可以进练功室挑战 (fight)了，如果获胜就可获NPC会还给你青竹令，有

时候你赢了他也不给你令，那你就继续fight他，直到他给你令为止。拿到令后交

还给简长老就可以升袋。如果挑战失败拿不回令牌，再次挑战得重新找简长老要

令。晋级后可获得经验值及布袋，经验计算方法为n * n * 1500，从一袋升到九袋

总共可得427500的exp。升袋后就可以拜上一袋师父了，但是拜师要求门忠比升

袋要高一点，如果你的门忠刚够升袋，可能拜不了师，要继续做门忠才行。  

九袋长老并不都收徒，而且收徒的条件也不尽相同，梁长老对臂力（先天）

要求挺高，而鲁长老要求先天悟性要低。如果实在拜不了就直接升袋后拜洪七公，

拜洪需要后天臂力35，1500以上的门忠。 

2.2.7.6 解秘 

 学习的打狗棒没有挑字诀，和转字诀。需要门忠2000以上，问洪七公

ask hong about 打狗棒法，才有机会习得。条件是随机的，有人说门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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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越容易，我2300以后才学会，有人说1910就学会了，建议2000以

上，做一次门忠问一次，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我就是门忠失败了两次

学会的。  

 丐帮的拿手功夫不外乎降龙掌和打狗棒法，可是降龙掌的绝招雷霆降

龙也要解秘，听听洪七公总在那嘟囔什么呢？呵呵，其实给他一只叫

化鸡就得了，叫化鸡洪身上有一只，找黄蓉要也可以（老xkx里要自己

做，很麻烦）（只有桃花岛的弟子门忠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向黄蓉要，丐

帮弟子要不到，洪七公脚下会刷新，可以注意下，还有洛阳第九号当

铺也有销售，不缺钱花的可以直接买）  

 丐帮的打狗棒，天下无人不知，本人中人。据说本门掌棒龙头鲁长老

保管着一本关于棒法的秘籍，只要对本门足够的忠诚，鲁长老也许会

把秘籍给你拿回去钻研，可以读staff 到111级。ask lu about 棒法秘籍

（具体需要多少门忠不记得了，有知道的更正一下）。(1000的门忠就

可以了)  

 最近丐帮暗道中出现了一个一身脏兮兮的小子，看起来也许没什么异

样。他叫小糊涂，是杀手帮秘探，不要轻易对他fight，否则立刻晕倒。  

 在汉水北岸有个丐帮的弟子，看起来有点异样。他是丐帮新近加入的

弟子，可也一步步升到了五袋。让人有点怀疑他的身份，不知道他到

底是什么人。呵呵，他就是土蕃王子霍都，ask he about 霍都，他就会

现出原形来了，当心他会杀你。  

2.2.7.7 任务 

慕容：丐帮在拜洪七公初期没啥好武功，可以学个英雄剑法过渡一下。穿个

好甲，拿两把玄铁，没问题了。（可以直接用降龙十八掌平砍）  

护镖：打狗棒这是真的狠猛，^_^。拿2个冰魄杖，劫匪一出来你就缠，遇到

星宿的或者丐帮的劫匪你就挑，武器源源不断啊，可以卖钱，呵呵。偶尔也可以

转一转，不过转一次200内力，初期可能有点不够。（这里提醒下，新手镖强烈建

议不用打狗棒法，打狗棒法比较费蓝，天下无狗自动施法，每一次耗一次蓝，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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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an也都耗蓝，丐帮那点蓝根本不够用。直接十八掌过度，现在十八掌很给力，

比打狗棒强很多，打狗棒平砍跟十八掌不在一个层面上。）  

胡一刀：穿个宝甲，做好触发，见面就缠，缠中了就转，2、3下基本也搞定

了，呵呵，也可以直接用三悔，不过耗内力比较多。hyd现在是必做的任务啦，

潜能奖励多，修炼内功就靠它呢 。 

TASK：对方又不会出perform。见面缠，然后你就放开打吧  

萧峰：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活，杀、劝、擒、胜四种。 * 杀：见面缠，转

或者三悔，随便搞。 * 劝：见面缠。但初期不能转，因为血少，可能会转死，

缠住了普通攻击就可以了。中后期缠住了转1、2下，看到对方红了就halt劝劝，

不难。遇到明教或少林的需要戳。 * 擒：见面缠。初期不能出亢龙三悔，缠住

了普通攻击，靠天下无狗了，哈哈。后期血长了可以转一下再出三悔。我60M后

好像三悔一掌拍不晕杀手。 * 胜：见面缠，初期普通攻击，对方每受伤一次就

问一次，后期先转1、2下，然后再问。遇到明教或少林的杀手可以戳，戳中一次

问一下，戳有busy，缠一次可以戳4次。 * 明教的杀手其实也没什么，大挪移经

常不起作用。你注意观察一下，如果对方的大挪移没用，你就可以放开手脚了，

呵呵。  

护送：丐帮的武功去做护送有点弱，有busy但没有连续攻击。其实把hyd多

做几次后，拿hyd去护送也不错，hyd的威力随完成次数的增加而增加。不过护送

麻烦的是找搭档，还要有天龙、白驼或者灵鹫的米跟着，做的好像并不多。  

这几个任务中，慕容初期做，然后是护镖，1M后可以做xf，3M后可以做hyd。

50M后做xf奖励捡半，经常只有几K的奖励，不爽。后期应该去做hyd，然后保卫

或者护送。  

2.2.8 新手任务 

 

2.3 华山 

2.3.1 门派简介 

华山派是五岳剑派之一，以“剑出华山”闻名于世。五岳剑派由江湖中的五大

门派组成，既：西岳华山派，北岳恒山派，中岳嵩山派，南岳衡山派及东岳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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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势力庞大，共同进退，隐然可与少林武当分庭抗礼。华山派本为五岳剑派中

势力最强的一派，但华山两位前辈岳肃和蔡子峰因时机巧合，得以一窥当世无上

武学密籍「葵花宝典」；但却又因见解不同，一人主张以修气为本，教导弟子重

修气，另一人却以为因当以剑法为主而教导弟子重剑法，华山派竟分裂为剑、气

二宗。二宗各持己见，终于水火不容，同门操戈！高手伤亡怠尽，华山因此式微。

自剑气二宗某天自身优化以后剑宗不再收别派出师来的华山弟子，以后就只有纯

华山弟子才能加入剑宗，气宗则暂时没有限制。 

2.3.2 人物 

 华山派十三代掌门人岳不群： 

岳不群在江湖中侠名远播，嫉恶如仇，甚得人心，博得「君子剑」的好评，

尤其以紫霞神功闻名于世，但是岳掌门交游广阔，经常通过书信与各路朋友联系，

目的不明。 

 华山派十三代掌门人夫人宁中则： 

宁中则更是个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武功与岳不群不相上下，开创“宁氏一

剑，无双无对”是华山当下第一绝学。 

 两位华山长老（高老者及矮老者） 

两位长老避世隐居在华山后山，收徒时对武学要求较多。 

 剑宗长老风清扬 

风清扬为当世唯一身具「独孤九剑」的人物。独孤九剑为前朝独孤求败所创。

独孤九剑，有进无退，招招都是进攻，攻敌之不得不守！独孤氏以此称雄武林数

十载，号称「剑魔」，走遍天下欲觅一对手而不获，为求一败而不得，一生寂寂。

最终与一神雕归隐，埋剑于「剑冢」。「独孤九剑」的威力可想而知。 

 华山派十三代剑宗弟子封不平 

封不平是华山剑宗的第一高手。剑气之争剑宗一败涂地，封不平隐居苦练，

誓雪此辱。他内外兼修，不仅剑法了得，内功亦是不凡。华山弟子可以找他加入

剑宗门下，并学习绝技狂风快剑和天外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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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山派十三代剑宗弟子成不忧 

成不忧是华山剑宗弟子。剑气之争剑宗一败涂地，他与封不平隐居苦练。他

剑法了得，已获剑宗真传，剑宗弟子可拜他为师学习希夷剑法。 

 华山派十四代弟子 

劳德诺、梁发、施戴子、高根明、陆大有和岳灵姗。 

2.3.3 武功简介 

内功 

 紫霞神功(zixia-shengo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大于10级。 

■练习条件：达到师傅的最大级别后靠修炼和切磋增加等级。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功能：回复当前气血。 

■要求：紫霞功20级，当前内力50。 

2.加力 [exert/yun powerup] 

■功能：暂时增加攻击力和有效轻功，对于气宗弟子将会得到极大增强，效果一共分为五个小阶段，

三个带描述变化的大阶段，非气宗弟子只能获得最差效果。 

■最低要求：紫霞功30级，当前内力100。 

■激发效果：永久增加精神和气血，受紫霞神功级别、华山内功级别、先天悟性影响，内力上限计算

从有效内功*10变成有效内功*12，内力恢复速度提升 

■限制：非气宗弟子无法修炼/学习紫霞神功 

3.防御 [exert/yun shield] 

■功能：吸收物理伤害 

■效果：每级抗性6%，内力消耗3点/秒 

 华山内功(huashan-neigo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大于10级。 

■练习条件：达到师傅的最大级别后靠修炼和切磋增加等级。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功能：回复当前气血。 

■要求：华山内功20级，当前内力50。 

2.加力 [exert/yun powe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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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暂时增加攻击命中和有效轻功。 

■要求：华山内功30级，当前内力100。当紫霞神功大于600级时，达到1/3的效果，剑宗弟子最高

效果从3变成3.6，非剑宗弟子只能获得最差效果。 

■激发效果：永久增加剑法有效等级和剑法伤害，受华山内功级别、先天身法、基本剑法级别影响，

内力上限计算从有效内功*10变成有效内功*8。 

■加力特效：对于非剑宗弟子，加力内力消耗为80%，剑宗弟子加力内力消耗在80%基础上除以内功

级别/400，最高除以5，非纯门派弟子效果最高除以2。 

■限制：非剑宗弟子最高只能修炼/学习华山内功到1000级 

3.防御 [exert/yun shield] 

■功能：吸收物理伤害 

■效果：每级抗性8%，内力消耗6点/秒 

 混元功(hunyuan-go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force，strike，parry 

■学习条件：华山内功1200级，练习混元掌自动转化为1200级混元功。 

■练习条件：转化完后跟其他内功一样修炼增加等级。 

■现状：已删除其他武功对混元功的依赖，此门内功大家可以忽略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功能：回复当前气血。 

■要求：混元功1200级，当前内力50。 

2.加力 [exert/yun powerup] 

■功能：暂时增加攻击命中等级和轻功技能等级。 

■要求：混元1200级，当前内力100。当紫霞神功大于400级时，达到1/3的效果。 

3.混元无极 [perform strike.wuji] 

■功能：以内劲伤人使其身受内伤。 

■要求：混元功有效等级1200，内力大于300，精力大于200。 

兵器功夫 

 华山剑法(huashan-jianfa)：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华山内功或紫霞功等级20，最大内力100，基本剑法10，劈石破玉拳15。 

■练习条件：持剑，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1.剑掌五连环 [perform huashan-jianfa.jianzhang] 

■功能：连环攻击敌人五招，三剑两掌。 

■要求：华山剑法有效等级100，混元掌有效等级100，紫霞功等级60。需要同时激发华山剑法、混

元掌、紫霞功或华山内功。 

2.飞剑 [perform huashan-jianfa.feijian] 

■功能：busy对手，或加强三招攻击，或一招重伤对方，或迫使对方取消加力、降低内力。或者组合

伤害对方。伤害对方跟自身臂力，悟性有一定关系。叛师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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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华山剑法、紫霞神功、华山内功、基本剑法等级180，最大内力2000，当前内力1200，膂

力、身法30 

■限制：此招只能华山气宗弟子使用，华山剑宗弟子无法使用。 

3.华山剑意 [perform huashan-jianfa.jianyi] 

■功能：提升化学伤害30% 

■要求：铜雀台积分9分获得。 

 狂风快剑(kuangfeng-kuaiji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华山内功等级150，最大内力500，基本剑法150，华山剑法150(从华山出师后无法练习和

使用） 

■练习条件：持剑，气大于100，耗气。 

■特殊攻击： 

1.狂风连环剑 [perform kuangfeng-kuaijian.kuangfeng] 

■功能：狂风暴雨物理七连击，700级达到7HIT，busy 2s，cd 5s，非判师弟子当对方为busy中增

加连招数量5招，当命中判定成功增加2招，狂风快剑一剑快似一剑。 

■要求：华山剑法、华山内功、基本轻功、基本剑法等级300，最大内力6000。 

■限制：此招只能华山剑宗弟子使用，华山气宗弟子无法使用。 

■特效：1000级狂风快剑最高提供60%的攻速增益，此增益为狂风快剑普通攻击攻速。 

2.夺命连环三仙剑 [perform kuangfeng-kuaijian.lianhuan] 

■功能：亦是剑宗绝技之一。化学三连击，第一招伤害与剑法有关，第二招伤害与身法有关，第三招

伤害与内功有关。 

■要求：华山剑法、华山内功、基本轻功、基本剑法等级150，最大内力1000，当前内力400。 

■限制：此招只能华山剑宗弟子使用，华山气宗弟子无法使用。 

3.天外飞龙 [perform kuangfeng-kuaijian.feilong] 

■功能：飞剑一击杀敌，一招晕。命中和等级有一定关系。 

■要求：华山剑法等级100，华山内功等级100。此招为华山剑宗不传之密，需向封不平求教。 

■新加设定：Set no_feilong_annex 选择一招晕后不附加化学攻击，剑宗弟子使用飞龙有随机概率

提升一档命中。 

 玉女十九剑(yunushijiu-ji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需要150级紫霞神功及华山剑法(从华山出师后无法练习和使用） 

■练习条件：持剑，气大于100，耗气。 

■特殊攻击： 

1.玉女十九式 [perform yunushijiu-jian.shijiu] 

■功能：分段式19连击，物理夹杂化学伤害，普通攻击会随机出现busy对方1到2招，玉女十九式来

势飘忽，变幻奇妙。 

■要求：华山剑法、华山内功、基本轻功、基本剑法等级300，最大内力6000，当前内力八层饱满。 

■限制：此招只能华山气宗弟子使用，华山剑宗弟子无法使用。 

2.太岳三青峰 [perform yunushijiu-jian.sanqingfeng] 

■功能：连续三招攻击对手，或附加伤害对手，攻击随华山剑法等级提升而提升。激发招架为独孤九

剑，400级独孤九剑后，随机伤害对手，叛师无法体会随机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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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华山剑法、紫霞神功、华山内功、基本轻功、基本剑法等级120，最大内力1000，当前内力

400。401级后，才能随机会出四剑。(ajump提示) 

■限制：此招只能华山气宗弟子使用，华山剑宗弟子无法使用。 

■新加设定：Set sanqingfeng rise 三招威力逐步上升，Set sanqingfeng fall 三招威力逐步下降，

不set就是原始的平均分配，总的buff量是一样的，玩家可按自己需求设定。 

3.无双无对，宁氏一剑 [perform yunushijiu-jian.wushuang] 

■功能：三种功能BUSY、连击、化学每个玩家只能随机获得一种功能。无双无对，宁氏一剑，捷如闪

电，势若奔雷。 

■自创：人物经验达到100M也就是1亿EXP时使用perform yunushijiu-jian.wushuang自动习得随

机一种功能和此功能的命中功效，命中和功效分甲乙丙丁戊五个层次，初始有可能命中或功效是甲哦。 

■升级：提升需向宁中则请教，共分5个层次，每75M一次机会，一生共有4次机会提升。初始如果有

单项到最高层次或2个次高层次，可突破更高（6，7）层次，突破（6，7）层次时需要100M而不是75M。 

■要求：人物经验达到100M，华山剑法、华山内功、基本轻功、基本剑法等级740，最大内力1000，

当前内力400。 

 独孤九剑(dugu-jiuji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拜师风清扬。 

■练习条件：持剑，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独孤九剑具有六种特殊功能： 

1.总诀式 [perform dugu-jiujian.po] 

■功能：有种种变化，用以体演这篇总诀。概括其他八剑功能。 

■要求：独孤九剑150，当前内力50。 

2.破兵总要 [perform dugu-jiujian.pobing] 

■功能：用以破解普天下各门各派的剑法、刀法、鞭法、杖法和种种短兵刃，单独不能破大风车轮子，

取消敌人激发的特殊招式。 

■要求：独孤九剑80，基本剑法等级100破剑，基本刀法100破刀，基本棒法100破杖，基本匕首100

破匕首短兵器，基本鞭法100破鞭，当前内力50。 

■特点：命中后向敌人平砍三下并临时提高物理攻击10%-25%，时间与悟性有关最多10S，效果与

九剑等级有关最多25%。 

3.破掌式 [perform dugu-jiujian.pozhang] 

■功能：用以破解普天下各门各派的掌法等诸般拳脚，取消敌人激发的特殊空手武功。 

■要求：独孤九剑120，当前内力50。 

4.破气式 [perform dugu-jiujian.poqi] 

■功能：能封住对手perform，同时小幅伤害对手。 

■要求：独孤九剑150，当前内力50。 

5.狂风卷地 [perform dugu-jiujian.kuangfeng] 

■功能：破掉对手装备的兵器，并轻度伤害对手。 

■要求：独孤九剑300，最大内力4000，当前内力1000，命中和叛师挂钩。 

6.无剑胜有剑 

■功能：在enable parry为独孤九剑状态下，对手busy类，化学类，一招晕类pfm攻击命中下降1-2

档。 

■要求：铜雀台积分14分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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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两仪刀法(fanliangyi-dao)：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华山内功或紫霞功等级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持刀，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1.华岳三神峰 [perform blade.sanshen] 

■功能：迅速攻击敌人两掌一刀，所耗内力比剑掌五连环少。 

■要求：反两仪刀法有效等级100，劈石破玉拳有效等级100，紫霞神功等级60，需要同时激发反两

仪刀法、劈石破玉拳、紫霞神功或华山内功。 

2.双刀和璧 [perform blade.hebi] 

■功能：增加攻击力及防守力。 

■要求：两人同时攻击共同的敌人。两人的反两仪刀法都达到40。 

 养吾剑法(yangwu-ji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sword。 

■学习条件：气宗弟子找岳不群习得。 

■练习条件：持剑，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perform yangwu-jian.yangwu] 压制BUSY，养吾剑法越高，busy对方时间越长，命中

判定为技能判定，命中失败获得一次化学伤害机会并且恢复自身气血。 

■功能：可enable普通剑法，攻击低下，类似心法，1000级且达到本身支持至少80%后生效，最大可加

气7%.线性增长加气0-7%，比如最大支持1500级，80%即1200级，1200级开始气血增长，1350级增

长3.5%。 

■限制：此心法只气宗弟子有效果，剑宗弟子无效。 

 希夷剑法(xiyi-ji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sword。 

■学习条件：剑宗弟子找成不优习得。 

■练习条件：持剑，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无 

■功能：可enable 普通剑法，攻击低下，类似心法，1000级且达到本身支持至少80%后生效，最大可加

剑法enable级别10%.提升剑法级别%时需练习下希夷剑法。 

■限制：此心法只有剑宗弟子有效，气宗弟子无效。 

空手武功 

 混元掌(hunyuan-zha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空手，华山内功或紫霞功等级1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大于30，当前内力大于20，耗气 

■特殊攻击： 

1.混元无极 [perform strike.w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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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以内劲伤人使其身受内伤，当混元功习得后华山气宗弟子有15%威力加成。 

■要求：混元掌有效等级135，紫霞功有效等级140，同时激发紫霞神功或华山内功、混元掌。内力

大于300，精力大于200。 

 劈石破玉拳(poyu-qu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cuff。 

■学习条件：空手，华山内功或紫霞神功等级1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当前内力大于20，耗气。 

■特殊攻击：无。 

互备：劈石破玉拳和混元掌可以互备，prepare/bei poyu-quan hunyuan-zhang。 

轻功 

 华山身法(huashan-shenfa)：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大于40，耗气。 

■特殊攻击： 

1.平沙落雁 [perform dodge.pingsha] 

■功能：只能对玩家使用，使玩家离开当前房间一格，对推车党特别有效 

■学习条件：华山气宗弟子直接找令狐冲ask习得，华山剑宗弟子ask令狐冲被踢数次后习得。 

■要求：无。 

2.3.4 拜师指南 

拜师要求： 

华山派入门男玩家须拜陆大有或梁发，女玩家须拜岳灵珊，一定程度后男玩

家可拜岳不群为师．女玩家则可拜宁中则为师，还可以加入剑宗拜封不平和成不

优为师。武功具有一定水平后，则可拜华山高矮两长老为师，或尝试寻找风清扬

学习「独孤九剑」。拜师要求如下： 

■岳不群和宁中则收徒条件 

1.内力200。 

2.师门忠诚度500。 

3.道德1000。 

■封不平和成不优收徒条件 

1.内力200。 

2.师门忠诚度500。 

3.道德1000。 

■二长老收徒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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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轻功50 

2.基本内功50 

3.基本拳法50 

4.基本掌法50 

5.基本招架50 

6.基本剑法50 

7.华山剑法50 

8.华山身法50 

9.紫霞神功或华山内功50 

10.混元掌50 

11.劈石破玉拳50 

12.道德50000 

13.师门忠诚度800 

14.不收叛师之徒 

■风清扬收徒条件 

1.师门忠诚度1500 

2.后天悟性30 

3.道德30000 

4.不收叛师之徒 

2.3.5 华山门规 

 华山弟子拜师后，复又叛师超过十次者，永不能重归华山。华山一盖

不收。 

 华山弟子若为非作歹，滥杀无辜而导至神少于负100者，将被逐出师门，

所有武功减半！ 

 东厂人物，即辟邪剑法超过50等级者一律不收。 

2.3.6 关于门忠 

提高对门派的忠诚可以找宁中则要任务，另外梁发提供无门忠任务，直接在

梁面前quest即可。 

2.3.7 迷题 

2.3.7.1 天外飞龙 

封不平和成不忧是华山剑宗的第一高手，但在剑气之争剑宗一败涂地后，两

人决定隐居苦练，誓雪此辱。要是华山弟子能找著两位前辈高人，或可请他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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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二。 

2.3.7.2 独孤九剑 

同是剑宗前辈风清扬也隐居於华山深处，若有缘者可受其指点武功。不过，

华山只有令狐冲知道风清扬的下落，令狐冲在思过崖思过，他的小师妹最清楚。 

2.3.7.3 紫霞秘籍 

此乃华山气宗镇山之宝，岳不群岂会轻易示人，不过你要是仔细搜寻，或者

能在一些以意外的地方有所发现。携带紫霞秘籍离开华山可能会遭致劳德诺的追

杀。 

2.3.7.4 华山剑谱 

听说华山村里有个小流氓，好像偷藏着一本好书。是很多初入江湖的人都觊

觎的。传言这个小流氓喜爱赌钱，又喜欢偷村民的东西，可偏偏却又没胆子露面。

所以呀，想得到那个东西的武林人士就得多费费心喽! 

2.3.7.5 碧水剑 

此剑乃华山派掌门岳不群的爱女岳灵姗的配剑。岳不群曾经派奸细去日月神

教，如果能带回他的消息，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 

2.3.7.6 送信 

当人物经验达到200M也就是2亿EXP的时候，华山气宗弟子去找岳不群送信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2.3.7.7 剑气宗转换 

虽然华山剑气相争，剑宗以快速猛烈的攻击为主不屑气宗的防御控制，气宗

以防御气血为主不屑剑宗的快速猛烈的攻击招式，但岳不群和封不平对所有气宗

弟子或剑宗弟子还是所包容，想用剑宗武功或气宗武功可以不时的去烦他们哦。 

2.3.8 高级攻略 

2.3.8.1 属性选择 

天赋推荐：30 25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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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0根骨100级以前，潜能会不够用，需要补潜能及开双修炼，或者可以

先修炼紫霞到600，以后再补。  

2.3.8.2 武功评价 

华山是目前比较全面的门派，通过剑气切换可以适合游戏所有任务。  

特色： 

1) 独孤九剑的各种控制是绝对先手，包括封pfm，下武器，是对手特殊武

功失效，减伤害及防御力（需要藏经阁积分）。 

2) 气宗：紫霞神功高气血和精神加成，主要输出手段是yangwu busy 然后9

剑平砍。当然，9剑本身的控制也是非常棒的弥补。还有19剑的pfm 19

式，也可以做主输出。 

3) 剑宗：游戏中血最少的暴力门派，初期狂风伤害很高，后期加力消耗低。

试着学会抓吸气。 

4) 无双抽奖：无论什么结果都不会特别强，最好是高系数物理；如果抽到

化学需要解铜雀台剑意；busy很垃圾（注：看抽中什么等级）。 

优点： 

1) 剑宗伤害高做任务快 

2) 气宗抗揍控制好 

3) 剑气切换可适合各种任务。  

缺点： 

1) 双内功，想都full比较浪费pot。 

2.3.8.3 一些注意事项 

1) 华山的弟子如果神少于－100，走过师傅的时候会被开除 

2) 初期的时候不要带着紫霞秘籍走过劳德诺，会被他追杀。可以放到马里。 

3) 风清扬那可以睡觉 

2.3.8.4 如何拜风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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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要在华山客厅，能看见岳灵珊的地方  

ask yue about 令狐冲   

ask yue about 思过崖   

n   

2) 这个时候你的位置应该是 练武场 ，如果不是，那么请从新来过第一步！ 

3) 在练武场，记得输入方向  

应该输入： northwest  ( 切忌！！！！一定是输入完整的方向指令，而不是nw，请注意！！不然的话

你一定进不去小路. ）  

接下来就顺这路走··你会看到·令狐冲 

4) 这时就要输入新的指令了。  

ask linghu about 岳灵珊   

ask linghu about 风太师叔   

enter dong   

5) 进了山洞之后··四周什么都看不到的，这个时候不要急·风老··很会

隐藏，你在山洞里·也别闲着·新的指令又出现了 

要求输入： south  ( 一样的切忌！！要求是完整的方向指令！！！！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机会看到风老了。 ） 

6) 好了·这一切都弄好了··如果你rp够好的话·一次就可以成功的拜风清

扬了···  

7) 看见风清扬之后·别激动的按错指令·又出去了！！！记得输入： bai feng 。

（ 注意：不是进去之后就能百分之百的看见风清扬，是有几率的。 )，

建议自己设置一个触发器，去拜风老·一般挂一个晚上就能拜上了！  

8) 此处注意：每进一次风的房间，会mark一个临时效果在玩家身上，效果

类似毒药，每个心跳发作一次（无伤害），如果你出来后一直处于busy

状态（比如打坐），那么这个效果不会递减，导致一直不能再进。所以

出来最好不要打坐，可以发呆，睡觉，练功。  

9) （差点忘了说了，去拜风之前。看看拜风的要求啊··别累个半死，看

见风老··不能拜） 

风清扬的收徒条件：  

1) 师门忠诚度1500 

2) 后天悟性30 

3) 道德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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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收叛师之徒  

2.3.8.5 成长历程 

1) 门派任务做到100，full所有技能，做慕容、投名状、破阵到40万经验。 

2) 护镖，新手镖可以yun powerup，perform dugu-jiujian.po后九剑平砍。 

3) 新手镖毕业后，随便做了。 

4) 韩世忠、韩员外、刺杀、公孙止适合剑宗。 

5) 萧峰、胡一刀适合气宗。 

2.3.8.6 任务技巧 

1) 韩世忠：无脑狂风，最后连环杀明教。 

2) 韩元外：初期比较简单，抓个吸气秒了或者气宗缠住慢慢砍。 

3) 刺杀：随便杀，秒掉或者busy，否则来回跑。 

4) 萧峰：杀死的随便，否则最好是气宗yangwu住，换19剑慢慢砍。 

5) 公孙止：初期血多难，后期可以无脑狂风。 

6) 胡一刀：气宗随便杀。 

2.3.9 新手任务 

1) 华山岳灵珊新手任务完成：一是走遍提示xxx地巡弋，尚未发现敌踪的

所有地点；二是交任务命令是give yue ling。如果提示走的过快，时间可

能不够，稍等再交就成。赖皮如果阻拦，会有较短busy，稍等再走就成，

不用理会；四是要任务命令是ask yue about job(使用ask yue about all可查

询所有任务对话内容）。 

2) 华山宁中则新手任务：一是找ning要任务，ask ning about job，会有个学

生自动跟着你，带到练功房，zhidian，不停重复zhidian 命令;二是zhidian

过程中，学生会跑，跑的地点包括巡山任务巡视区域，和书房、休息室、

厨房等地点，找到后ask student about 指点，如果学生同意回，会跟随

你，如果不同意，再重复ask student about 指点;三是学生一般会跑2-3次。 

3) 华山岳不群新手任务：和正常送信任务类似。 

总结：总体上华山新手任务比较简单，经验2-3k/h，潜能和声望一般，比较

适合刚加入的新手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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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阶段宁中则任务和第三阶段岳不群新手任务过程中，会出现问候玩家

任务，完成任务需要走到该玩家旁边，直接wenhao xxx，任务完成一次500左右

经验，比较可观。唯一难受的一点是难以确定玩家所在地点，通常做法在扬州中

心广场等2分钟，如果等到，wenhao 就能完成回yue 那里finish，等不到就回到

yue那里，输入fail命令，不惩罚，继续要任务，给的仍会是问候任务，但需问候

的玩家就变了。 
 

2.4 雪山 

雪山凌霄城位于西域苦寒之地，于凌霄城祖师凌霄子所创。现任掌门白自在

号称「威德先生」，年轻时巧逢灵药，因而功力大增，自认在江湖中无人能敌。

大雪山凌霄城上临白云，下接深渊，甚为险峻，雄踞绝顶，俯视群山。于「凌霄」

两字，名副其实。自创派以来，凌霄城以精绝剑术，在江湖上傲视群雄，是以习

武之人，无人不知大雪山凌霄城大名。可惜凌霄城虽剑术超群，但其他武功却并

无特长最近不知何故，凌霄城中大乱，掌门人白自在被人囚在凌霄城的监狱之中，

派中的大小事情都有其子白万剑负责。 

2.4.1 地理位置 

雪山位于西北，从赞普广场向北直行即可到达，路上有一些猛兽，新手可要

小心了。 

2.4.2 雪山派人物简介 

 第五代弟子： 

 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Bai zizai) （收徒） 

 雪山派第五代弟子 成自学(Cheng zixue) （不收徒） 

 雪山派第五代弟子 齐自勉(Qi zimian) （不收徒） 

 雪山派第五代弟子 梁自进(Liang zijin) （不收徒） 

 雪山派第五代弟子 廖自砺(Liao zili) （不收徒） 

 第六代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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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派第六代长门弟子「气寒西北」白万剑(Bai wanjian)（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长门弟子「雪上飘」汪万翼(Wang wanyi) （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长门弟子 闻万夫(Wen wanfu) （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长门弟子 苏万虹(Su wanhong) （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弟子 孙万年(Sun wannian) （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弟子 李万山(Li wanshan) （不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长门弟子 柯万钧(Ke wanjun) （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弟子 贾万玉(Jia wanyu) （不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长门弟子 呼延万善(Huyan wanshan) （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长门弟子 花万紫(Hua wanzi) （收女徒）发钱的 

 雪山派第六代长门弟子 耿万钟(Geng wanzhong) （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弟子「风火神龙」封万里(Feng wanli) （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长门弟子 褚万春(Chu wanchun) （收徒） 

 雪山派第六代弟子 包万叶(Bao wanye) （收徒） 

 第七代弟子： 

 雪山派第六代弟子 白阿绣(Bai axiu) （不收徒） 

2.4.3 雪山派武功简介 

内功 

 雪山内功(xueshan-nei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技能：雪山内功是学习雪山剑法的基础，由于雪山剑法太过猛烈，与内力的修养抵触，这就更加需要

雪山内功作基础了。 

特殊功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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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功夫 

 雪山剑法(xueshan-jianfa) 

■可激发为parry和sword，雪山派的内功秘诀，没有特别的过人之处，毕竟雪山一派创派的年月尚短，还

不足以与已有数百年积累的诸大派相较。内力修为，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内力不足，可用剑法上的变化补

救。因此，雪山剑法之奇，实说得上海内无双。雪山弟子在临敌之际，便须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力求以

剑招之变化精微取胜。 

■ 要求：基本剑法等级 50 以上；雪山内功等级 50 以上；最大内力 100 以上；身具其他剑法无法学习

提高。 

■特殊攻击： 

1、缠斗 perform sword.chandou 以剑点敌人的各大穴道，置敌人短时间内无法还手。 

■要求：雪山剑法大于100级，基本剑法大于100级，最大内力大于600，当前内力大于400；雪山内

功等级 100 以上；且使用雪山剑法。 

■cd 6s，busy类型 截脉、点穴。 

2、风剑 perform sword.fengjian 雪山剑法有四种变化：梅、雪、风、霜，这「风剑」便是其中之一。

红梅摇曳之景，雪花飞舞之姿，朔风呼号之势，冷霜铺地之态，均可分别在这四种剑法中找到。「风剑」

可以在与敌作战时，提高自己的攻击能力。 

■要求：内力 1500 以上；最大内力 2000 以上；基本剑法等级 120 以上；雪山剑法等级 150 以

上；雪山内功等级 120 以上；且使用雪山剑法。 

■ 增加1/2雪山剑法等级的攻击命中，持续时间1/4雪山剑法等级，封顶60s。 

3、梅剑 perform sword.meijian 雪山剑法有四种变化：梅、雪、风、霜，这「梅剑」便是其中之一。

红梅摇曳之景，雪花飞舞之姿，朔风呼号之势，冷霜铺地之态，均可分别在这四种剑法中找到。「梅剑」

可以在与敌作战时，提高自己的躲闪能力。 

■要求：内力 800 以上；最大内力 1000 以上；基本剑法等级 120 以上；雪山剑法等级 140 以

上；雪山内功等级 120 以上；且使用雪山剑法。 

■增加1/2雪山剑法等级的轻功，持续时间1/4雪山剑法等级，封顶60s。 

4、霜剑 perform sword.shuangjian 雪山剑法有四种变化：梅、雪、风、霜，这「霜剑」便是其中

之一。红梅摇曳之景，雪花飞舞之姿，朔风呼号之势，冷霜铺地之态，均可分别在这四种剑法中找到。「霜

剑」可以在与敌作战时，提高自己的伤害能力。 

■要求：内力 2000 以上；最大内力 3000 以上；基本剑法等级 200 以上；雪山剑法等级 200 以

上；雪山内功等级 200 以上；且使用雪山剑法。 

■增加1/4雪山剑法等级的伤害，持续时间1/4雪山剑法等级，封顶60s。 

5、雪剑 perform sword.xuejian 雪山剑法有四种变化：梅、雪、风、霜，这「雪剑」便是其中之一。

红梅摇曳之景，雪花飞舞之姿，朔风呼号之势，冷霜铺地之态，均可分别在这四种剑法中找到。「雪剑」

可以在与敌作战时，提高自己的招架能力。 

■要求：内力 800 以上；最大内力 1000 以上；基本剑法等级 120 以上；雪山剑法等级 140 以

上；雪山内功等级 120 以上；且使用雪山剑法。 

■增加1/2雪山剑法等级的招架，持续时间1/4雪山剑法等级，封顶60s。 

6、鹤飞九天 perform sword.hefeijiutian 相传「鹤飞九天」是雪山派创派祖师于雪山之巅，偶见一

仙鹤腾挪所得。掷剑如鹤，身体越好，飞得越高，九天而啄之力更大。 

■要求：内力 2000 以上；最大内力 4000 以上；基本剑法等级 300 以上；雪山剑法等级 300 以

上；雪山内功等级 300 以上；且使用雪山剑法。 

■cd 5s，化学攻击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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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绝壁剑 perform sword.juebi 雪山派中亦不乏聪明才智之士，在剑法中偶尔发挥一下，便有了这

套「绝壁剑」。向上跃起刺雪花有时能迷惑一些不甚明智的人，从而为我所用，不得反击。后人又加以改

进，使见过这招甚至会用的人也会上钩。即使如果被破掉，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只是由于此招并非正途，

所以要求偏高。太丑或许吓对手于无形。 

■要求：内力 800 以上；最大内力 2000 以上；基本轻功等级 180 以上；基本剑法等级 180 以

上；雪山剑法等级 180 以上；雪山内功等级 180 以上；且使用雪山剑法。 

■cd 20s+，busy类型压制，busy时间15s+（参考等级1500级）。 

8、林海剑法 perform sword.linhai 雪山之上，林海莽莽，凌霄城前人有感于林海之终年常青、茫茫

无边，创制了这套「林海剑法」。在与人争斗之时，使出「林海剑法」之人往往将对手在数招之内制住，

一方面说明这套剑法效用之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通常适用于对手接近精疲力尽之时。雪山弟子须切记

这点。 

■要求：内力 800 以上；最大内力 2000 以上；基本剑法等级 180 以上；雪山剑法等级 200 以

上；雪山内功等级 180 以上；且使用雪山剑法。 

■cd 20s。 

9、六出诀 perform sword.liuchu 连续出招，伤敌于瞬间。 

■要求：内力 400 以上；最大内力 600 以上；基本剑法等级 100 以上；雪山剑法等级 100 以上；

雪山内功等级 100 以上；且使用雪山剑法。 

■cd 4s，物理六连招。 

 金乌刀法(jinwu-daofa) 

■ 可激发为parry和blade，金乌刀法乃白自在夫人史小翠所创，此刀法威力平平，但却是专门为克制雪山

剑法而创，因而擅使雪山剑法的剑客在这刀法下往往走不过十招。此刀法需要解密方能学得。 

■ 特殊攻击： 

1、金乌融雪 perform blade.jinwu 

■功能：威力极大，唯只三招连续攻击对手，不能一鼓作气。 

■ 要求：内力 1000 以上；最大内力 1200 以上；金乌刀法等级 120 以上；雪山内功等级 120 以

上；且使用金乌刀法。 

■cd 5s，物理三连招。 

2、金乌堕地 perform blade.zhuidi 

■功能：金乌堕地，伤害对手，劈断对手兵器。 

■要求：内力 1000 以上；最大内力 2000 以上；金乌刀法等级 120 以上；雪山内功等级 120 以

上。 

■cd 5s。 

空手功夫 

 凌霄拳法(lingxiao-quan) 

■可激发为parry和cuff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100以上，基本拳法20以上，基本拳法高于凌霄拳法 

■特殊攻击： 

1、神倒鬼跌三连环 perform cuff.san 

■功能：雪山派绝技，连续伤害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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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凌霄拳法180以上；雪山内功200以上；最大内力1200以上；当前内力300以上，且使用凌

霄拳法。 

■cd 10s，化学三连招。 

 飘雪掌法 (piaoxue-zhang) 

■可激发为strike和parry 

■学习条件：先天根骨不低于18，先天膂力不低于20，最大内力不低于1200，基本掌法不低于100，基本

掌法高于飘雪掌法  

■ 练习条件：气100，内力120，耗气和内力。  

■ 特殊攻击：无 

轻功 

 雁翼身法 (yanyi-shenfa) 

■ 可激发为dodge 

■ 学习条件：无 

■ 练习条件：气大于45，耗气  

■ 特殊攻击：无 

互备 

凌霄拳法和飘雪掌法可以互备，prepare/bei lingxiao-quan piaoxue-zhang。  

雪山剑法和金乌刀法可以互备，wbei xueshan-jianfa jinwu-daofa。 

2.4.4 拜师指南 

雪山派对判师之徒比较痛恨，白自在、白万剑、封万里不收判师之徒。其他

雪山弟子不收判师超过1次之人。拜白万剑需要雪山内功120级，必须是雪山弟子。 

白自在只收白万剑的弟子，且需要门忠1500，悟性40，雪山剑法250级，雪山内

功 160级，基本剑法达到一定等级。 

2.4.5 雪山迷题 

 白虹剑：此剑锋利无比，有缘人得之。 

 静修室：据说内功不太高时在这里打坐对雪山内功的进步十分有帮助。 

 雪山双宝：穿过松林，可以随机到达雪山，哪里白雪经年不化，几天

地之灵气，孕育了天下独一无二的雪莲和雪梅。此二物为天下武学之

士梦寐以求之灵物，可遇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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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桥：凌霄城位于雪海茫茫的苦寒之地，利用地利之便修建了吊桥，

一方面为了防止冬天饥饿的狼群，另一方面也能防止敌人入侵，正所

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从中原来到雪山，须得在桥对面大声

喊“升起吊桥”(yell bridge)，方能进入。进入之后须得将将吊桥升起方

能离开(sheng bridge)，离开雪山时需要降下吊桥(jiang bridge)。 

 门忠和生活费：由于下山不方便，所以在雪山上做找李万山干一些杂

活就可以增加门忠。当然，也可以找花万紫领取门忠任务和生活费。 

 金乌刀法：据说白自在和夫人史小翠吵了一架，史小翠负气出走，如

果能找到她，有机缘的话可以学得金乌刀法。 

2.4.6 高级攻略 

2.4.6.1 天赋选择 

雪山作为出师门派，天赋选择应主要考虑出师后门派的需要。 如无特殊，

建议 30 18 17 15  

2.4.6.2 武功评价 

1) 雪山功夫以剑法为主，雪山剑法特色鲜明，功能完备，perform共有9式，

涵盖busy、buff、物理、化学。 

2) 雪山剑法有4式加状态的buff，分别为：风、梅、霜、雪，特点：战斗中

加，战斗结束不消失，不能同时加，一种buff持续时间内不可切换为另

一种buff，其中最常用的是霜剑，其次是风剑，另外两种使用较少。 

3) 雪山剑法还有两式busy，一是名闻天下的绝壁剑，武林中单体busy命中

第一，最主要最常用的perform，不管你是截匪还是杀手，成功率90%（其

实这个夸张了，推车遇到劫匪，最多95%的成功率，TASK的话，成功率

更低），容貌10影响busy时间。对手busy时间：400级雪山剑法有时4招有

时十几招，1300级雪山剑法，丑陋约70+s，俊美约为丑陋的一半。二是

缠斗，分截脉与点穴两种类型，伤害和busy时间也不一样，截脉效果好。

命中也不错，但被绝壁的光芒掩盖掉了。因为busy类型不同于绝壁，对

于随机免疫一种busy类型的npc是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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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始说连招了，雪山剑法共有2个连式，第一式：林海剑法，跟天地会

迅雷差不多，也是分几次攻击的，每次攻击几招，然后停一下继续攻击，

其间敌人可以反击或者吸气，命中和伤害似乎都比生砍高，一般是7-9

招；第二式：六出诀，命中和伤害都一般，高等级以后配合霜剑buff，

雪山派主要的物理输出就靠它了。 

5) 最后说到雪山剑法要求最高的鹤飞九天了，鹤飞九天是化学，内力消耗

400-500之间，不加力伤害一般不会超过4k（标准后伤害有所降低），加

力max可突破。cd期间武器为卸除状态，不会真的飞出去，不需要再带

10几把竹剑了。 

6) cd捆绑后，雪山弟子单凭一把剑走天下是行不通了，必须利用好金乌刀

法来填补雪山剑法的cd。金乌刀法有两式perform，金乌融雪是物理三连

击，可以和六出配合使用；金乌堕地解除对手兵器，附带一招化学攻击，

可以与鹤飞配合使用。 

7) 雪山派内功解谜，习得后雪山内功可以powerup，并且增加雪山弟子的

内力上限。 

2.4.6.3 雪山派内功解谜 

雪山掌门白自在有感雪山日益凋零，深思之后，才知自己的武功实基于深厚

的内力，而雪山弟子因为没有自己早年的异遇所以内力无法突破，有鉴于此，白

自在不再藏私。 

quest条件： 

1) 白自在的亲传弟子 

2) 雪山内功达到500级(非有效等级) 

符合条件者可以ask bai about 雪山异蛇开始解谜。解谜过程不难。 

 

纸片是进入迷宫副本的钥匙，没有它就无法进入副本。整个解谜过程时限30

分钟，时间到了，玩家被送回入口，副本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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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不复杂，探索过程中会遇到毒蛇，杀死能得到毒蛇胆，被杀死则为假死。 

 

最后来到boss房间，一通解谜后，boss出现，杀之，则有概率得到异蛇胆，

没有得到或被杀死则解谜失败。再次问白自在则要求勤加练功（经验增长100，

000)。boss会自动回血和召唤术，由于是蛇类攻击，暂时用这种非武侠的技能称

呼它吧。 

 

探索迷宫中会得到的物品： 

增加当前内力1000（时限10分钟，不在时限内吃掉则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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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雪山内功的小点，大约5颗可以提升1级雪山内功（时限10分钟，不在时限内吃掉则

消失） 

 

雪山解谜的mark，习得后雪山内功可以powerup，并且增加雪山弟子的内力上限（时限

10分钟，不在时限内吃掉则消失）。 

 

2.4.6.4 金乌刀秘密 

当你拜了白自在（条件大概是悟性40，雪山剑法250级，基本剑法240级），

雪山内功200以上后你就可以去试着解了。  

1) 到阿绣的房间来回走，当发现阿绣不见了，只有一个晕倒的丫鬟时开始

触发剧情。等丫鬟醒来，问阿绣，她会告诉你小姐不见了。 

2) 找白万剑问阿绣，再去找白自在问阿绣，白自在会叫你到阿绣的房间去

调查。 

3) 来到阿绣的房间，查看窗户，发现有踩过的痕迹，打开窗户，脚别颤，

跳出去吧。 

4) 下去后你可能会被摔死，死了就继续跳吧…如果掉到雪堆上你会晕倒，

等你醒来，查看(view，kan，look都可以尝试)一下，你会发现阿绣被史

小翠救走，得！人没救到赶快回去向白自在汇报吧，问他有关史小翠和

丁不四的消息，他会请你帮忙把史小翠和阿绣找回。 

5) 应该去哪里找呢，去泉州看看吧，南码头有个老船家向他打听嫁妆，老

船家说道：那是我辛辛苦苦攒钱，买了一串珍珠项链，给我女儿当嫁妆

的。好，再打听珍珠项链，去北码头，日本鬼子，杀啊！慢，留个活口，

问浪人头目关于珍珠项链的消息，他要和你比画比画，bihua，浪人头目

对你说道：今儿您赢了我，不代表我们大和民族败给你，你给我记住！！

天皇万岁..万岁…万…..浪人头目交给你一条项链之后就用武士刀剖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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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尽了。拿到珍珠项链回去交给老船家，他给了你一个罗盘，上船后use 

pan就到了钓鱼岛。 

6) 到钓鱼岛后去找树林吧，进树林扔coin吧，很好走的，（到两只麻雀的地

方，s，e，s，w）到了树林中间有提示：你发现了另外一条路径，查看

什么也没有，学猴爬树吧，来回几次忽然发现树林多了个方向enter，进

去后触发剧情，发现史小翠和阿绣被丁不四纠缠，当然你是打不过的，

那只有跑，阿绣开始求史婆婆交你学金乌刀法，史老太太要求你去找把

柴刀（可以提前先找好柴刀，免得第二次进树林了），好了去兵营搜寻

柴刀吧，找到后，去见史婆婆，当然就在兵营门口的树林里，向她打探

金乌刀法，你学到了100级的金乌刀法至此完成解密。 

2.4.6.5 成长历程 

1) 钓鱼，下载机器人，钓到1000经验。回家学force和xueshan-neigong到上

限，打坐吐纳满，去厨房帮忙。 

2) 帮忙到140K，去武庙答题。 

3) FULL force，xueshan-neigong， 然后打坐吐纳满。FULL strike sword 

dodge及特殊。 

4) 门忠到1000 

5) 做慕容任务一直做到50万经验，期间有比武就去混混，继续学雪山内功，

full你的功夫。 

6) 新手镖到30年功力，然后穿插HSZ 天珠和新手镖。 

7) 后边的就自己的路了。。。 

2.4.6.6 任务做法 

前期用飘雪掌空手平砍。 

慕容任务：现在的慕容任务危险性很大，不是bxs任务不建议做。非要做的

话，还是见面busy，只要busy住就随便虐。如果慕容叛徒见面叫杀且busy住你，

那就自求多福吧。  

押镖任务，等出了绝壁（180等级）就可以押镖了，一匪两匪不在话下，机

器好的话三匪问题也不大。全部busy住了，霜剑buff岳家枪平砍就行了。  

南侠wiki  第298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萧峰任务，不管是什么先要看一看npc，难点：见到拿圣火令的，先风剑加

攻击、绝壁剑busy，完后使用鹤飞九天扔飞剑吧，战胜和劝击中一次就要停住问

npc了。是杀死，你就狂扔吧。抓获稍微麻烦点，如果busy没消失你一直扔直到

他晕倒，如果晕倒前busy消失，他会跑掉，这是你一定要给他治疗一下，要不你

下一次很可能把他打死。遇到少林（只有打打才能看出来）和明教的一样，原因

是少林也有反震，虽然时灵时不灵，但还是比较烦人。其他门派的npc整个就是

个靶子，fight、hit随你，我战胜和劝都是用fight，先风剑加攻击、绝壁剑busy，

生砍，他认输，就劝。  

不想做萧峰任务的，可以做公孙止任务代替，霜剑buff后六出加金乌，做公

孙止基本没问题。  

2.4.6.7 其他 

你的内力就指在雪山派静修室练上去了，一边读书一边练，内力也会在涨。

雪山的功夫都和你相对应的基本功夫级别有关，不象别的门派只练parry就都能上

去。当雪山剑法升级时要掉最大内力。  

新手是可以搞到100级功夫再做慕容的，可能效率更高。等50W经验FULL

功夫的时候，记得每次睡觉醒来先去静修室打坐max气血，这样，学习的效率并

不会低多少（打坐的内力可以用来学习），最大内力也可以同时full了。  

关于互博：路很远。  

关于出师：雪山剑法经历修改，已经去掉了pfm需要激发雪山内功的限制，

这对雪山的出师还是利好的影响。因为雪山剑法的兼容性问题，比较流畅的出师

首选就是明教了。也可以考虑一些有好的兵器输出（更能发挥霜剑buff的效果）、

有好的群攻技能（补足雪山无群攻的短板）、有好的一招晕（利于pk，如全真）

等门派。欢迎大家自行摸索。 

2.5 全真 

2.5.1 全真派简介 

全真派乃王重阳一手所创，武林中号称中神通，凭着一阳指绝技独步武林。

其师弟老顽童周伯通有左右互搏绝招，但是悟性太高者就可能学不到。王重阳门

下七个弟子，人称全真七子，武功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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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全真拜师指南 

 全真派尹志平(Yin zhiping)收入门男弟子，需先发誓(swear 忠于全真)。

不收佛门弟子和负道德者。 

 程遥伽收入门女弟子，且无须发誓，无道德要求。 

 全真七子并非都收徒弟，收徒的也各有条件： 

 王处一，只收男弟子，门忠650，道德20000，经验20000 

 孙不二，只收女弟子，门忠600，道德10000 

 马 钰，只收男弟子，门忠600，道德20000，经验20000 

 丘处机，门忠700，道德50000，经验35000 

 郝大通，谭处端，刘处玄均不收徒。 

 王重阳收徒条件：门忠1500，道德50000，先天功60，经验100000，无

判师记录。拜王重阳后他会给你一把刻有你名字的剑（不过好像没什

么用）。 

 尹志平的弟子道德小于零会被他开除。同归剑法需拜丘处机才能学到，

一阳指则只有拜王重阳才能学到。跟周伯通学空明拳的左右互搏需要

先天悟性小于20。 

 全真的门派任务要找王重阳，ask wang about quest。非门忠任务可在程

遥珈面前输入quest即可领取。 

 全真斋堂可以(zuo)马上就吃饱喝足到350的饮水和食物。在澡堂可以免

费洗澡。受伤了可以跟老者要天香断玉膏(ask 老者 about 药)，在周伯

通门前的树林里可以search到蜂王蜜(最大内力和最大精力各加一点)。 

2.5.3 全真教武功介绍 

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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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功(xiantian-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太监不能学，佛家不能学，基本内功20 

■练习条件：不能练 

■ 内功功能： 

■exert heal， 先天功20，内力50 

■ exert powerup，先天功50， 内力150，道学心法400级以上达到1/3效果。 

轻功 

 金雁功(jinyan-gong)：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40 

■练习条件：气30，耗气30 

■特殊招式：无 

兵器功夫 

 全真剑法(quanzhen-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基本轻功30，先天功或玉女心法30，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30 

■基本招式：孤山霁雪 葛岭朝歌 江天暮雪 两峰白云 曲院风荷 平沙落雁 平湖秋月 六桥烟柳 烟寺晚钟 

■ 特殊招式： 

1、定阳针(ding)  

■功能：使对手busy并造成伤害，busy对方招数跟先天功等级挂钩。 

■要求：全真剑法50，内力150， 

2、剑气(jianqi) 

■功能：能提高剑法伤害和剑法级别。 

■要求：全真剑法150，基本剑法150，膂力26，先天功150，最大内力2000，当前内力600，精200，

激发sword和parry为全真剑法 

3、七星剑阵(jianzhen) 

■功能：呼叫全真七子组成剑阵对付敌人 

■要求：为全真弟子，北斗七星阵150，全真剑法150，内力300，精60。 

4、七星绝命剑(qixing) 

■功能：攻击对手 

■要求：全真剑法150， 内力200 

5、七星连阵(qixinglianzhen) 

■功能：组阵攻击对手，可以以弱胜强 

■要求：七人都会全真剑法，七个人组合  

6、一剑化三清(sanqing) 

■功能：暂时增强攻击并连出三剑，跟全真剑法等级，七星剑阵等级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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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真剑法135， 先天功60，内力300。) 

7、同归于尽(tonggui) 

■功能：暂时增强攻击力，力量和身法。 

■要求：全真剑法135，先天功100，内力300。 

 同归剑法(tonggui-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100，道学心法(daoxue-xinfa)20，先天功20，全真剑法40 

■练习条件：气30，耗气25 

■基本招式：同归于尽 以攻为守 江天一色 玉石俱焚 你死我活 虚虚实实 柳暗花明 死而后已 拨云见日 

■ 特殊招式： 

1、 七星会聚(qixing) 

■功能：给敌人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同归剑法100，内力150 

空手功夫 

 养心拳(yangxin-quan) 

■可激发为cuff 

■学习条件：杀气小于5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5，耗气30，内力5 

■基本招式：上叠手 下叠手 拊腕穿肘 仰平退 斜钩进步 中堂匝 平虚吊步 

■ 特殊招式：无 

 空明拳(kongming-quan) 

■可激发为parry；cuff 

■学习条件：先天功10，最大内力100，养心拳40，先天功小于180级时要求空明拳等级不高于先天功10

级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先天功小于180级时要求空明拳等级不高于先天功10级，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童子拜观音 浮云去来 漫天飞雪 清风问莲 露草拂霜 碧海连天 江上飞花 落花拈叶 

■特殊招式： 

1、左右互博(hubo) 

■功能：攻击对手并有短暂的左右互博效果 

■要求：空明拳150级，内力500，激发cuff为空明拳 

 一阳指(yiyang-zhi) 

■可激发为parry；finger 

■学习条件：先天功50，最大内力400 

■练习条件：气100，内力40，耗气90，内力30 

■基本招式：普渡众生 童子拜佛 无我无相 四大皆空 

■特殊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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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乾坤一指(yizhi) 

■功能：可使敌人一招晕倒 

■要求：一阳指100，最大内力800，内力500。消耗内力500，需要正道德5000以上才有效果，需

要激发先天功 

2、疗伤(liao) 

■功能：治疗对手的精神和气血伤害，但自己会因此而受伤 

■要求：一阳指40，最大内力350，内力200，需要激发先天功 

3、拂穴(fuxue) 

■功能：可使敌人busy 

■要求：膂力20，一阳指有效等级100，最大内力300，内力300，需要激发先天功 

 三花聚顶掌(sanhua-judingzhang) 

通过新手任务习得，非全真弟子不能练习和使用。  

■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先天功20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三花聚顶掌100级，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金玉满堂 天门开阖 宠辱若惊 万物自宾 

■ 特殊招式： 

1、三花(sanhua)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并有几率降低对手防御。 

■要求：三花聚顶掌120，内力500。 

互备 

三花聚顶掌和空明拳互备，prepare/bei sanhua-judingzhang kongming-quan。  

正大光明诀 

■ 铜雀台20分获得。纯门派使用  

■ 其中正大诀对应先天功，先天生生不息的意思，战斗中内力不消耗。 持续时间和先天功级别有关。  

■ 光明诀对应三花聚顶掌法，类似网游一个读秒条。受伤40%以下可使用，读秒期间自身busy，读秒完

成伤势完全恢复。读秒时间和三花聚顶掌法有关。 

2.5.4 全真完全攻略—只身去国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众多正派之中，全真是一个异类。在busy当道的南侠，一个没有强力busy，

也没有强力连招的门派。能屹立于十大门派的前列，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拥有南

侠最强buff以及还算不错的一招晕，全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也许，全真

并不适合纯新人，但是一个选择全真并坚持下来的玩家，必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功。  

2.5.4.1 开篇 青衫磊落江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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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选择全真作为你的师门，那么恭喜你，终于有机会

和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英俊不凡，神功盖世。。。。（以下省略10w字）的少侠我

近距离接触。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个良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选属性，

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由于全真并没有强力的输出连招，三清的威力仅仅是差强人意，30的臂力必

不可少。 考虑到如果是选择出师武当，悟道先天悟性不能太低，20的悟性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学了互博之后还能去向周伯通要一下空明拳的pfm互博。也

许有人要问何必多此一举？不过空明拳的威力实在是那个了点，有个pfm聊胜于

无，用到的机会恐怕不是很大。想要互博效果，还是老老实实画圈圈去吧。当然，

如果不想出师武当而是去天龙并以北冥神功为主打内力，10悟性、骨根30是不错

的选择。 骨根，很重要的属性。低了后期修炼会很悲剧，一般建议不要低于20 身

法，身法是什么东东？能吃么？有了同归，要它干嘛。必定10 福缘和灵性当然

都是30，容貌随便，鉴于面具系统的出现，20的容貌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就是那

种扔在大街上没人认识的种类。  

接下来就是拜师了，从扬州广场出发 enter shudong;say 天堂有路你不走

呀;d;1;#2 n;u;#2 nw;w;#2 nw;n;nw;#2 nu;n;nu 请记住这个路径，作为一个大侠，

要是连师门怎么去都不知道，以后在文艺界。。。啊不，在江湖上怎么混？入门男

号拜师尹志平，这位可是广大淫民的偶像，虽然最后结局差了点，但是相信我们

可以做的更好，嗯，就是这样的！女号拜师程嘉瑶。  

2.5.4.1.1 门派主要npc 

 王重阳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四项技能） 

 二项基本知识 ──────────────────────┐ 

道学心法 (daoxue-xinfa) - 深不可测 300/ 0 

读书写字 (literate) - 举世无双 220/ 0 

 ┌ 六项基本功夫 ──────────────────────┐ 

基本拳法 (cuff) - 登峰造极 400/ 0│ 

基本轻功 (dodge) - 豁然贯通 300/ 0│ 

基本指法 (finger) - 登峰造极 400/ 0│ 

基本内功 (force) - 神乎其技 350/ 0│ 

基本招架 (parry) - 神乎其技 350/ 0│ 

基本剑法 (sword) - 豁然贯通 3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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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特殊功夫 ──────────────────────┐ 

 □飞仙步法 (fx-step) - 非同凡响 380/ 0│ 

 □空明拳 (kongming-quan) - 登峰造极 400/ 0│ 

 □全真剑法 (quanzhen-jian) - 非同凡响 380/ 0│ 

 □先天功 (xiantian-gong) - 十二重楼 430/ 0│ 

养心拳 (yangxin-quan) - 豁然贯通 300/ 0│ 

 □一阳指 (yiyang-zhi) - 登峰造极 400/ 0│ 

 ────────────────────────────────┘ 

 丘处机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五项技能）  

┌ 二项基本知识 ──────────────────────┐ 

 │ 道学心法 (daoxue-xinfa) - 已有小成 100/ 0│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马马虎虎 80/ 0│ 

 └────────────────────────────────┘ 

 ┌ 六项基本功夫 ──────────────────────┐ 

 │ 基本剑阵 (array) - 半生不熟 150/ 0│ 

 │ 基本拳法 (cuff) - 平淡无奇 120/ 0│ 

 │ 基本轻功 (dodge)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平淡无奇 12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半生不熟 150/ 0│ 

 └────────────────────────────────┘ 

 ┌ 七项特殊功夫 ──────────────────────┐ 

 │□飞仙步法 (fx-step) - 普普通通 100/ 0│ 

 │□空明拳 (kongming-quan) - 普普通通 100/ 0│ 

 │ 全真剑法 (quanzhen-jian) - 平淡无奇 120/ 0│ 

 │□天罡北斗阵 (tiangang-beidou) - 普普通通 100/ 0│ 

 │□同归剑法 (tonggui-jian) - 半生不熟 150/ 0│ 

 │□先天功 (xiantian-gong) - 第四重楼 100/ 0│ 

 │ 养心拳 (yangxin-quan) - 普普通通 100/ 0│ 

 └────────────────────────────────┘ 

 马钰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四项技能）  

┌ 二项基本知识 ──────────────────────┐ 

 │ 道学心法 (daoxue-xinfa) - 非同凡响 200/ 0│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已有小成 100/ 0│ 

 └────────────────────────────────┘ 

 ┌ 六项基本功夫 ──────────────────────┐ 

 │ 基本剑阵 (array) - 半生不熟 150/ 0│ 

 │ 基本拳法 (cuff) - 平淡无奇 120/ 0│ 

 │ 基本轻功 (dodge)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平淡无奇 13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平淡无奇 1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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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剑法 (sword) - 半生不熟 150/ 0│ 

 └────────────────────────────────┘ 

 ┌ 六项特殊功夫 ──────────────────────┐ 

 │□飞仙步法 (fx-step) - 平淡无奇 130/ 0│ 

 │□空明拳 (kongming-quan) - 初出茅庐 80/ 0│ 

 │ 北斗七星阵 (qixing-array) - 鹤立鸡群 200/ 0│ 

 │□全真剑法 (quanzhen-jian) - 平淡无奇 120/ 0│ 

 │□先天功 (xiantian-gong) - 第四重楼 100/ 0│ 

 │ 养心拳 (yangxin-quan) - 平淡无奇 120/ 0│ 

 └────────────────────────────────┘ 

 孙不二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五项技能）  

┌ 二项基本知识 ──────────────────────┐ 

 │ 道学心法 (daoxue-xinfa) - 已有小成 100/ 0│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马马虎虎 80/ 0│ 

 └────────────────────────────────┘ 

 ┌ 六项基本功夫 ──────────────────────┐ 

 │ 基本剑阵 (array) - 初出茅庐 80/ 0│ 

 │ 基本拳法 (cuff)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轻功 (dodge)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普普通通 10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平淡无奇 12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平平淡淡 110/ 0│ 

 └────────────────────────────────┘ 

 ┌ 七项特殊功夫 ──────────────────────┐ 

 │□飞仙步法 (fx-step) - 平淡无奇 120/ 0│ 

 │□空明拳 (kongming-quan) - 初出茅庐 80/ 0│ 

 │ 北斗七星阵 (qixing-array) - 半生不熟 150/ 0│ 

 │□全真剑法 (quanzhen-jian) - 普普通通 100/ 0│ 

 │□天罡北斗阵 (tiangang-beidou) - 普普通通 100/ 0│ 

 │□先天功 (xiantian-gong) - 第四重楼 90/ 0│ 

 │ 养心拳 (yangxin-quan) - 普普通通 100/ 0│ 

 └────────────────────────────────┘ 

王重阳的技能并不全，其中同归剑法必须拜师丘处机学，需要门忠700，道

德50000，经验35000。而北斗七星阵的等级关系到全真剑法中一剑三清的威力，

男号找马钰学，女号找孙不二学。马钰需要门忠600，道德20000，经验20000，

孙不二需要门忠600，道德10000。  

2.5.4.1.2 全真福利 

全真的福利很不错，有大国企的风范。小树林可以search 蜂王蜜，加一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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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内力。全真食堂zuo一下，食物饮水全加满。全真老者可以领伤药，不管多

重的伤，吃一个全好，一次只能领一个。可以去澡堂免费洗澡。我最喜欢全真的

福利了。  

2.5.4.1.3 全真门忠任务 

全真的门忠任务之前很难，巫师集中调整门忠任务之后，好像容易了一些（不

是很肯定）。不过建议早做门忠，做完50w慕容任务之后，就应该把门忠先做完。  

2.5.4.2 中篇 海棠亭下重阳子，莲叶舟中太乙仙。 

 
 

我们不是最强的门派，但是我们有天下第一的祖师。。。。 作为一个全真门徒，

对于本门的技能不仅仅要了解，还要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最恰当的时候

使用最正确的pfm。  

2.5.4.2.1 全真武学详解 

内功 

 先天功（xiantian-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太监不能学，佛家不能学，基本内功20 

■ 练习条件：不能练  

■内功功能：  

■exert heal， 先天功20，内力50  

■ exert powerup，先天功50， 内力150  

先天功的疗伤还不错，虽然使用一次pfm治疗的不多，但是胜在消耗很少，而且没有cd，可以迅速治疗，

还是很不错的。 先天功的powerup和道学daoxue-xinfa有关，早期读道德经可到101，学满王重阳的道

学300，切磋到400的道学，先天功的powerup效果可以达到最高1/3。 即是增加先天功等级1/3的有效

轻功和attack(攻击等级)  

■点评:悲剧的先天功啊，想当初中神通王重阳是何等的风采，华山绝顶力战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一举奠定

天下第一的地位，靠的就是生生不息的先天功和一手精妙的剑法，如今剑法只剩下buff，先天功更是泯然

众人矣。好歹体现一下生生不息的特点，来个战斗恢复内力速度加快两三倍什么的。何况先天功本就是一

等一的内功、、、、、  

轻功 

 飞仙步法(fx-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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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40  

■练习条件：气30，耗气30  

■基本招式：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卷

起千堆雪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羽扇纶巾 谈笑间，墙撸废飞烟灭  

■特殊招式：无  

■点评：和众多没有pfm的轻功一样，既不会多出什么，也不会少些什么，同样被wiz悲剧了的金雁功。  

兵器功夫 

 全真剑法(quanzhen-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基本轻功30，先天功或玉女心法30，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50，耗

气30 基本招式：孤山霁雪 葛岭朝歌 江天暮雪 两峰白云 曲院风荷 平沙落雁 平湖秋月 六桥烟柳 烟寺

晚钟 特殊招式：  

1、定阳针(ding)  

■功能：使对手busy并造成伤害，busy对方招数跟先天功等级挂钩。 要求：全真剑法50，内力150，  

■点评 早期实在不咋地，后期先天功等级高了命中和时间还算可以。听无量说他就靠平凡的定阳针

生生做了5000次萧峰，对此我只有两个字： bt  

2、剑气(jianqi) 

■功能：能提高武器的攻击力 要求：全真剑法150，基本剑法150，膂力26，先天功150，最大内

力2000，当前内力600，精200，激发sword和parry为全真剑法  

■点评 根据实际测试，增加的攻击（damage）与使用pfm时右手所持剑的攻击有关，与副手武器

无关。上限为全真剑法等级的0.092左右，很不错的buff，只是持续时间是全真剑法等级/10，而且有cd，

buff消失后要过同等buff持续时间才能再次使用。实际应用中，可以配合同归于尽使用，迅速解决敌人 ps:

遇到明教不注意，死的也更快。  

3、七星剑阵(jianzhen) 

■功能：呼叫全真七子组成剑阵对付敌人 要求：为全真弟子，北斗七星阵150，全真剑法150，内力

300，精60。  

■点评:一个华丽的技能，中看不中用，还叫杀，忘记它吧  

4、七星绝命剑(qixing) 

■功能：攻击对手 要求：全真剑法150， 内力200 点评：化学攻击，可惜威力么、、、、、一般十

几下也能打死一个明教吧，但是遇到某些免疫一招晕的明教npc，还是很有实用价值。  

5、七星连阵(qixinglianzhen) 

■功能：组阵攻击对手，可以以弱胜强 要求：七人都会全真剑法，七个人组合  

■点评: 一个很有意思的技能，真的可以以弱胜强。在以前比武没有限制人数的时候，hash搞了一个

同福客栈的组合，一个大号带着一群小号，轻松搞定exp比自己高很多的人，可惜现在比武已经限制了进

入的人数，这个技能也就只能在扬州比武场玩玩了。  

6、一剑化三清(sanqing) 

■功能：暂时增强攻击并连出三剑，跟全真剑法等级，七星剑阵等级挂钩。 要求：全真剑法135， 先

天功60，内力300。)  

■点评: 作为全真最常用的连招（貌似也没别的了，除了更悲剧的空明拳互搏），威力和全真剑法，

七星剑阵的等级挂钩，所以必须把七星剑阵full，后期命中还可以，只是只有3招，威力实在不咋地，配合

同归于尽才有一点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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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归于尽(tonggui) 

■功能：暂时增强攻击力，力量和身法。 要求：全真剑法135，先天功100，内力300。  

■点评：全真派的看家本领，南侠最强buff之一。实际测试，使用之后，增加使用者全真剑法等级1/10

的臂力，身法以及攻击（damage）。虽然在南侠中我们全真剑法不咋地，但是用了同归，照样砍死大宗

师。并且使用后双倍的身法，使得全真弟子在战斗中的安全大为提高。由于一剑三清的不给力，所以请时

刻注意保持buff，配合pfm剑气，威力更是没话说。 但是同归是叫杀的，请在一些真死任务中，尽量不要

对任务npc使用，而是在之前对小孩 流氓等使用，有了buff以后再去完成任务。  

 同归剑法(tonggui-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100，道学心法(daoxue-xinfa)20，先天功20，全真剑法40 练习条件：气30，

耗气25  

■基本招式：同归于尽 以攻为守 江天一色 玉石俱焚 你死我活 虚虚实实 柳暗花明 死而后已 拨云见日 

■特殊招式：  

1、七星会聚(qixing)  

■功能：给敌人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同归剑法100，内力150  

■点评 七星会聚作为同归剑法的唯一pfm，化学攻击，威力不错，可惜自身busy时间比较长，与全

真剑法的七星各有千秋。可以根据个人爱好选择使用。另外同归剑法的平砍威力也还不错，在某些时候可

以起到不错作用。  

空手功夫 

 养心拳(yangxin-quan) 

■可激发为cuff  

■学习条件：杀气小于5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5，耗气30，内力5  

■基本招式：上叠手 下叠手 拊腕穿肘 仰平退 斜钩进步 中堂匝 平虚吊步  

■特殊招式：无  

 

■点评 学习空明拳必备，用途么，几乎为零。  

 空明拳(kongming-quan) 

■可激发为parry；cuff  

■学习条件：先天功10，最大内力100，养心拳40，先天功小于180级时要求空明拳等级不高于先天功10

级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先天功小于180级时要求空明拳等级不高于先天功10级，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童子拜观音 浮云去来 漫天飞雪 清风问莲 露草拂霜 碧海连天 江上飞花 落花拈叶  

■特殊招式：  

1、左右互博(hubo) 

■功能：攻击对手并有短暂的左右互博效果 要求：空明拳150级，内力500，激发cuff为空明拳  

 

■点评 空明拳的pfm需要小于20的先天悟性，去小树林bo shu 向北找到周伯通，ask zhou about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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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互搏。互搏效果类似于素心，但是威力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唯一可取之处是化学攻击。学空明拳无非是

满足学全武功的心理，至于pfm互搏，对于不加buff攻击这么弱的全真有意义么？除非是高悟性的选择，

否则需要互搏，还是去桃花岛画圈圈吧。  

 一阳指(yiyang-zhi) 

■可激发为parry；finger  

■学习条件：先天功50，最大内力400  

■练习条件：气100，内力40，耗气90，内力30  

■基本招式：普渡众生 童子拜佛 无我无相 四大皆空  

■特殊招式：  

1、乾坤一指(yizhi) 

■功能：可使敌人一招晕倒 要求：一阳指100，最大内力800，内力500。消耗内力500，需要正道

德5000以上才有效果，需要激发先天功  

2、疗伤(liao) 

■功能：治疗对手的精神和气血伤害，但自己会因此而受伤 要求：一阳指40，最大内力350，内力

200，需要激发先天功  

3、拂穴(fuxue) 

■功能：可使敌人busy 要求：膂力20，一阳指有效等级100，最大内力300，内力300，需要激发

先天功  

 
■点评 一阳指是全真最常用的空手，一指乾坤对付明教太爽了。疗伤在做萧峰或者护送时很有用，抚穴的

命中不如天龙寺的一阳指抚穴，并且同样叫杀，在实战中基本没有用武之地。一指乾坤的命中在一招晕里

面处于中游，同exp，大约在1/5-1/3之间浮动。无论命中与否，消耗内力为500。 道德5000以下无法使

用一指乾坤，描述如下  

 看起来程遥伽想杀死你！ 

你心里充满悲天怜人之念，从袖中缓缓伸出右手食指，对准程遥伽的眉心志堂穴一摁。 但是你自己慧根不

净，强施一阳指，突然间心魔大盛，两眼中异芒闪动，显然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智了。  

 
 失败的描述如下 

你对著铁游夏大喝一声：看招！  

 看起来铁游夏想杀死你！ 

你心里充满悲天怜人之念，从袖中缓缓伸出右手食指，对准铁游夏的眉心志堂穴一摁。 可是他看破了你的

企图，并没有上当。 成功的描述 你对著流氓头大喝一声：看招！  

 看起来流氓头想杀死你！ 

你心里充满悲天怜人之念，从袖中缓缓伸出右手食指，对准流氓头的眉心志堂穴一摁。 结果流氓头只觉一

股浩然正气将全身罩住，一时之间，只觉得慌慌忽忽，动弹不得，内心恶念尽消，自动罢手不战了。 流氓

头全身一颤，脸上露出一种很奇怪的神色，突然“哇”的吐出一口鲜血。 你战胜了流氓头!  

 

总体上来说，全真武学的精华集中在一剑一指，全真剑法和一阳指。全真派

是南侠叫杀pfm最多的门派，也就意味着在任务中死亡的概率比较大。所以做任

务时一定要小心谨慎。powerup和同归之后的全真还是很不错的，一阳指对exp

比自己高的命中相当低，但是对exp比自己低的人又命中很高，一个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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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剑法的busy定阳针，早期比较差，后期full先天功的话还是不错的，并不像

某些人所说的那么垃圾。  

2.5.4.2.2 辅助武功 

 道学心法（daoxue-xinfa) 

知识类技能，关系到先天功的powerup效果，切磋到400以上的道学，先天功的powerup效果可以达到最

高1/3。 即是增加先天功等级1/3的有效轻功和attack(攻击等级)，由于不能像武当那样悟道增加，需要

切磋100级，是消耗潜能的大户。  

 北斗七星阵（qixing-array) 

可以激发为parry，只能练习到先天功的级别，影响一剑化三清的效果。必练的技能  

 天罡北斗阵（tiangang-beidou) 

布阵所需，根据个人经验，能够加强七星剑阵的威力，由于阵法的被废，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  

2.5.4.2.3 人物篇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初到宝地，当然要拜山拜水拜码头，同门师兄弟不能

不认识。  

 英雄无敌（Swnt）  

终南山上无量子，全真门下第一仙。这个称号本来我想霸占的，但是思来想

去，还是没这么厚的面皮。这个称号，无量当之无愧。 无量是个好人！又一张

好人卡发出去了，（某狐狸在旁边说：“下面一句应该是只是我们不适合吧？” 碎

苍穹：“cut！我们又不是在拍三流爱情片，一边呆着去！”）可以说，如果没有无

量，就没有全真的今天，因为他常年做task，才使得全真十大门派第四位的地位

得以保存。无量这个id现在跑去了武当，无量又把他的主id swnt从星宿出师到了

全真，不过最近由于无量忙于工作，在江湖中已经难得见到他了。  

 口若悬河（ytywwqqt） 

最bt的天赋，最不同寻常的练法造就了最bt的玩家一天一万五千全套。俗称

口总，口总拍卖的装备一般都是物超所值，请大家不要放过。  

 周云龙（Zhou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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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神秘的人，经常在线，也不怎么聊天，exp一直提高的很慢，很有我们

龟速团的风范。曾经跟他聊过，他说要坚守全真，希望他能善始善终，毕竟，全

真门下，寂寞太久了。  

 静电清水(yhzzyahoo) 

从武当而来，是个牛鼻子老道，气血很高。常年化妆打扮成护寺僧人。  

2.5.4.3 成长篇 仗剑行天下，风流傲古今 

当学完了王重阳的所有武功时，也就到了闯荡江湖的时刻，正所谓少年子弟

江湖老。也许相忘于江湖，才是我们的宿命  

 慕容任务  

这个不需要担心，是所有任务中最简单的，直接同归好了三清，打完收工  

 萧半和 

类似于慕容任务，不过是连续任务，难度同样很低。接任务在晋阳萧府。  

 韩家复仇任务 

可以说是全真最值得做的任务，潜能奖励的比例高达50%，敌人也不是很强，

大约比慕容高一些，但是比胡一刀安全多了，同归加三清能迅速搞定，并且只需

要杀一个npc，免去了胡一刀四处奔波的劳苦。建议全真门下做完1000次胡一刀

后，多做这个任务。  

 task 

全真是比较适合做task的门派，前文已经说过，一阳指的一个奇特现象，对

exp比自己高的对手，命中率及其的低。相应的对低于自己的对手，命中又相当

得高，所以做task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记得无量曾经说过，他的task速度已经超

过了atoy。即使在地图改变如此之大，task难度提升很多的今天，他也能在争胜

轮轻送做到十几个。不过由于一指乾坤消耗500内力，还是等内力高了再做更有

效率。 做task要求对地图相当熟悉，locate XXX 仅仅能够提供一些房间出口，

描述的关键字眼等等，所以对南侠的每个房间，以及各npc的分布都要烂熟于心。

在此之前，还是做其他任务熟悉地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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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一刀任务 

对于胡一刀任务，我不得不承认，纯全真确实不是很好做。难度主要在于没

有一个强力的busy，也不能秒掉对手。面对狂暴的盗宝人，英雄三+美女九，恐

怕除了朝廷没人敢说一定可以全身而退。全真剑法的定阳针，在后期full先天功

之后，也仅仅是不错而已。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何况后期死一次，损失之大，

令人心痛。但是，全真没有强力的连招，胡家刀法的pfm刀影连环恰好补足了这

个短板，为了刀影，拼死也要做胡一刀任务。刀影攻击人数的的算法是level开方

和hyd完成次数/100，取较小那个，1000次的胡一刀任务，可以达到最大威力。

对此，我的建议是，以死亡换次数。早起死亡惩罚比较低，内功也可以直接学，

不需要修炼。在达到最低要求3m之后，直接开始做胡一刀，直到做满1000，。考

虑到50m出师，支持的等级为50级，也就是7刀，所以也可以做到600次到700次，

剩下的等出师以后再继续做。不过，即使是以死亡换次数，也要杜绝无谓的牺牲。

在做任务之前一定要full技能，带好金疮药，对街边无辜的流氓之类npc使用同归

后，再去对付盗宝人，这样可以把死亡率降到最低。见面busy，如果不是遇到狂

暴的盗宝人，由于双倍身法，是可以坚持到缠住的，缠住之后就简单多了。英雄

三招连续攻击对手，每次没有命中的情况下攻击下一次，最多三次，攻击力递增，

并且第三次有致盲效果。其特点是伤你的气血上限，每次大概在5-6%，同时很

大幅度地消耗你的当前气血值。遇到这种情况，不停的吸气吃药是必须的。英雄

三的刺目，虽然看不清情况，其实是可以使用pfm的，请狂吃药，吸气加使用busy。

撑过去就是胜利，就算遇到英雄+美女的连招，一时之间晕了过去，只要不叫杀，

也能逃得一命。见面叫杀的话，自求多福吧。。。。  

 萧峰任务 

萧峰任务全真做起来并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难，关键在于全真的定阳针一直

是被忽略的技能，无可否认，早期的定阳针确实很垃圾。因为，10秒以下的busy

对蒙面杀手无效，10秒以上的效果减弱，最高busy时间是30秒。早期先天功等级

太低，busy时间短，命中也不行，根本busy不住蒙面杀手。但是后期full了先天

功之后，也能算得上是中等的busy，并且附带一定的化学杀伤，无量就是靠它做

了5000次萧峰。 杀和擒回都很简单，没有什么难度。令广大玩家头痛的其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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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降和战胜，尤其是战胜，耗上几十分钟甚至一小时也不是不可能。而全真剑法

的七星绝命剑恰恰适合做战胜，第一，攻击低，不至于把杀手大爷砍死。第二，

化学攻击，伤害上限 砍几下问一次，很舒坦。第三，由于攻击低，内力消耗也

不多，可以跟蒙面杀手慢慢耗着。综上所述，其实全真派还是挺适合做萧峰的，

关键在于对本门派的pfm是否能够运用自如。  

 万安塔 

作为有一招晕的全真，上塔四还是很轻松的，但是血太少，更高层还是悠着

点。  

 护镖 

全真护镖并不是很适合，但是同归之后也能做，不得不说，同归确实是全真

的核心啊。  

 漂流 

漂流也是一个新生的任务，通过我数百次的漂流经验证实。全真漂流很强！

但是仅仅限于普通寻宝，寻重宝还有很大难度，下面我详细解释一下。 任务地

点：潘阳湖 任务npc 钓鱼人 有寻宝和重宝之分，区别在于寻宝是飘1-18里，重

宝则是18里以上，随着距离的增加，同时出现的匪从1个会逐步增加到3个 常用

命令 shang boat；jie sheng；gua；xia；sheng；shouqi；ting；hua;xiamao;hua back 

shang boat:接任务后用此命令上船。 jie sheng:上船之后船是系在岸边的，需用此

命令解开绳索开始漂流， 此时船为正常速度 gua:当船处于正常速度时，可以用

此命令升起风帆，顺风而下，船速度达到最大 xia：在风帆已经被gua起，如果

觉得船速过快。可以使用此命令降下风帆，恢复正常速度 sheng:在正常速度时，

如果觉得还是过快，来不及消灭敌人，可以使用此命令升起逆风帆，可以理解为

升起一个角度不同的帆，使船逆风行驶，速度达到最低 shouqi: 在逆风帆升起，

速度最慢时，可以使用此命令收起逆风帆了，使速度恢复正常 ting:当船漂流到

指定里数时，可以使用此命令停船，此时船不会漂流，也无法继续飘，如果没有

到达目的地，请务必不能使用此命令。 hua:hua + 方向（west;east;north;south)

可以使船划到指定地点，划一次为一里，请注意提示，不要多划。 xiamao: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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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里数后使用此命令下锚，自动开始寻宝 hua back：当提示已经找到宝物时，

使用此命令回到钓鱼人身边，give ren xiang就大功告成啦！ 举例解释 ask ren 

about 寻宝 后，钓鱼人给出一个图片 内容是飘15里后往东划7里。那么先shang 

boat，上船之后jie sheng；开始漂流，此时一般是1里出一个匪，也不排除会没有

匪，觉得速度太慢了，可以gua，速度最大，飘了一会，出现明教，速度太快来

不及打了，可以xia，速度又恢复正常，如果速度还是太快，则sheng，速度最慢，

打完明教后，shouqi，速度正常，gua速度最大，如此这般。到15里后，ting停下

船，消灭掉剩余的水匪，hua east，向东划了1里，hua east 向东划了2里、、、、、直

到向东划了7里。xiamao，自动开始寻宝，找到之后hua back，回到钓鱼人旁，give 

ren xiang，大功告成！ 

漂流任务，类似于万安塔，但是是连续闯关，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所以以

最小的消耗换取最大的输出，是我们的目标。胆大心细是漂流的关键，上船之后

挂帆（gua)，速度达到最大，由于水匪上来并不会直接攻击，而是会先powerup，

除非是没有powerup的门派，比如天龙和星宿，通过powerup的描述，我们可以轻

易区分出是否是明教，明教运九阳的描述是*气沉丹田，运用九阳神功来提升自

己的战斗力！，发现这个描述，请不需犹豫，放下武器一指头放倒他。如果不是

明教，也无需犹豫，速度使用同归于尽，然后切换同归剑法平砍，一般很轻松就

能打退敌人。当打退14个水匪之后，水匪有一定概率免疫一招晕，请注意，不是

免疫一次攻击，而是完全免疫，并且漂流里数越长越可能出这样的水匪。即使描

述是一招晕成功了，也不能麻痹大意，因为敌人很可能还是生龙活虎的。这个时

候，要及时换用普通的化学攻击七星夺命剑或者七星汇聚。全真剑法的七星与同

归剑法的七星区别在于，前者的伤害damage波动比较大，同归剑法的七星伤害稳

定而且挺高，但是同归剑法的自身busy时间比较长，二者的命中判定是一样的。 

心得:一招晕是对付明教的不二法门，在14里之后水匪增多，并且免疫一招晕。

可以xia降下风帆，这样可以获得较长的时间用来战斗和休整，实在顶不住还能

sheng升起逆风帆，船的速度降为最低，这是后期用七星磨死明教的保证。所以

飘普通的寻宝(1-18里)是最轻松的，重宝等熟练之后可以尝试。漂流的关键在于

冷静，不动则已一动必杀。以谨小慎微心，行勇猛精进事。那么怎么才能获得最

大的收益呢，我们知道，漂流的奖励和属性以及漂流速度。杀匪数相关。属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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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先天悟性，福缘等，这些是不可控的，杀匪数也是看运气，所以我们只有尽量

提速，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前13里都是单匪，这个时候gua帆是必须的，速度

快了有可能造成看不清情况就动手，由于同归于尽buff的存在，可能两三下平砍

自己就被弹死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公众武学，马屁神功（flatter)，可以激发

为招架，并且招架无需装备武器。这样我们可以在平时不装备武器，保证了不至

于看不清匪被弹死。这一点至关重要！保证平时手上无兵器，是无惧明教的前提。

做好明教powerup的trigger，见到明教立刻提醒并放下武器，也很重要的一点。

掌握了以上几点，相信大家漂流就会轻松加愉快了。  

2.5.4.4 出师篇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虽然很遗憾，但是不得不承认，全真大多数时刻都是一

个过渡门派。武功大成的你，也许已经动了兼修数门的心思。那么，什么样的门

派是适合我们出师的呢？  

第一类 挂机类 

也许你的离去，只是没有时间在长时间在线，或许为了家庭，或许为了事业，

亦或者为了其他。但是对南侠的感情却难以割舍，那么这个时候，选择一个可以

长期挂机，偶尔上来聊聊天的门派无疑是你最需要的。 代表门派 武当 （女号

还可以选择拜峨眉）  

少林特内冲突，不建议去少林  

第二类 比武类 

快意江湖，手刃仇雠是你的选择，那么一个能增强pk能力的门派无疑是你的

最佳去处。 代表门派 明教：不错的气血，加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乌龟壳式的乾

坤大挪移，是比武时最大的优势。缺点是同样缺少强力的busy技能和连招。 武

当：南侠最高气血的代表，比武天生占有优势，当然，气血高也被一招晕克制，

但是对没有一招晕的门派就是噩梦了。太极剑的缠在比武中命中不错，也是很好

的选择。 朝廷：比武时招大内也许没有做任务时那么爽，但是解busy的逆天属

性依然是令人垂涎三尺，同样一群碍手碍脚的大内高手，也能吸收对方刀影的火

力，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同时杀威棒的输出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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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 任务类 

任务类比较广，需要具体讨论 万安塔：全真出师要成功的爬塔，至少要保

证两点，高气血和强力busy，除武当外别无选择。  

 胡一刀任务：如果你已经习惯了胡一刀任务的高奖励，并决心一直的

做下去。那么朝廷，武当都是你不错的选择。  

 朝廷：招大内的逆天属性可以从狂暴的盗宝人手中全身而退并轻松

反制的门派。  

 武当：相比前两个，并没有那么适合。不过高气血和梯云纵加的有

效轻功，也能保证大多数时刻的安全。  

 萧峰任务 萧峰任务重在控制能力。华山，峨眉，少林，武当，丐帮都

可以选择。  

 华山：九剑的pfm很多很复杂，控制能力是很高的，曾经有一种说法

是萧峰任务就是为了华山准备的，虽然不能当真，但是无疑证实了

华山在萧峰任务上的实力。（ps：某位研究慕容和萧峰的笨熊最近的

选择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峨眉：女号可以拜入峨眉，busy的能力不是盖的，你可以慢慢和蒙

面杀手大爷喝下午茶。高精神遇到劝降任务更是可以直接劝，也是

第一流的萧峰门派。  

 少林：少林的燃木刀其实很适合做萧峰，高精神劝降更舒坦。（特内

冲突，不建议去少林）  

 武当：萧峰任务不复制气血，真是武当的福音，也是武当最常做的

任务之一，太极剑的缠命中之后时间很长，虽然蒙面杀手busy有上

限，30秒也足矣。  

 丐帮：丐帮打狗棒缠的效果略低于太极剑，也是不错的busy功夫，

加上丐帮是那种大杂烩式的武学体系，做萧峰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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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镖任务 如果你选择了推车这条路，那么少林，武当，明教都能选择  

 少林：少林的推车神技，就是女号拜比较麻烦，去平一指那里花8888

变性之后，拜入少林，同归的buff以后，大韦陀杵杀出一条血路。一

指禅的busy更是推车第一神技。  

 明教：明教加完攻速以后，同归buff一上，平砍吧。。。  

 灵柩：buff后灵柩凤舞，纷飞，随便打！  

第四类 兴趣类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江湖，也许你最爱无招胜有招的独孤九剑。也许

你仰慕降龙十八掌的盖世豪情，喜欢的才是最好的，没有必要人云亦云，坚定的

走自己的路吧。 综合排名前四  

武当：出师首选，红藕绿叶白莲花，三教原来是一家。同样是三清坐下弟子，

出师武当还是道门弟子，自然倍感亲切。并且，高气血，强力busy，一招晕，强

力buff都有了，还能挂机悟道，实在是不二之选。  

朝廷：朝廷也著名的养老门派，做任务和pk都还不错，出师朝廷也是很好的

选择。  

天龙：六脉神剑的光环，加上北冥的吸引力，以及全真、天龙的特殊待遇，

足以使天龙成为全真出师极好的选择。  

冷门出师门派猜想 

神龙岛，出师神龙岛的话需要30先天身法，这个比较有难度，但是唱完加buff，

英雄+美人，相信威力也不是盖的。这个应该还可以。  

灵鹫宫，物理连招相当标杆的门派，加上北冥，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2.5.4.5 结语 

当你已经厌倦了江湖中的纷纷扰扰，不妨回到寂静的重阳宫，走一走那熟悉

的石阶，看一看曾经成长过的地方。醉里看剑，回想起过去的峥嵘岁月，点上一

盏孤灯，闲诵三四卷黄庭。终南山上，寂寞如许。 

2.5.5 新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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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了尹志平后，在尹志平处s2，看见杂役道人（zayi daoren），ask daoren about 

job，他会叫你去扫台阶，台阶一共9级，每到一处台阶，输入指令sao，一直sao，

直到出现这个台阶已经扫干净了就去下一级台阶，知道7级台阶都扫完，回到杂

役道人（zayi daoren）处。如果任务完成，道人会直接给你经验和潜能，如果没

完成，道人不会有任何反应，此时你就要再去把每个台阶sao一下，你会发现有

的台阶还没sao干净。再次扫完后，再回去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这个任务的经验一直做到1w2左右，道人会告诉你这个任务做完了。就可以

开始下一阶段的新手任务了。 

下一阶段的任务在尹志平处n2，输入l notice，会看见上面有任务通知叫你去

帮助道童或者老者。 

做完任务后再回到这里l notice，就可以接下一个任务。注意任务之间有间隔，

可以用这个时间学下功夫。 

这一阶段的任务有7个之多，下面一一介绍。 

帮老者的任务有4个：在接任务处n7，ask lao zhe about job，就可以接任务了 

1) 帮老者浇水，老者处e2，get shui tong ，n1，dashui，s1，jiao shui，任

务就完成了，最后记得drop shui tong ，回到老者处，任务就完成了。 

2) 帮老者施肥，我汗，哪个wiz想得任务，居然叫我们堂堂全真真人去浇

大粪。老者处e2，get fen tong，n2，yao，s2，shifei，drop fen tong ，回

到老者处，任务完成。 

3) 帮老者收起花，在老者处不停输入shouqi 直到收起十个完整的花会自动

交给老者，此时要向旁边走一格，然后再回到老者处才能完成任务。 

4) 帮老者载花，老者处e2，输入wa，直到wa到一株完整的花，然后回到老

者处输入zai，直到花成活。向旁边走一格，再回到老者处，完成任务。 

道童任务3个：在接任务处n，w，ask daotong about job，就可以接任务了 

1) 帮道童写经，一直write就可以了，写完了交给道童，完成任务 

2) 帮道童找经书，在整个全真地图找道童的道德经，找到后还给道童就可

以了 

3) 帮道童改错，会给出2段文字，在文字里面找到颜色不一样的字，输入  

gai 错的那个字，然后将道德经交给道童，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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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任务好像可以一直做下去，我新手任务15w经验了还可以做，至于做到

多少够，wiz没有明确给答案，不过据我推测，由于新手任务获得的经验和你能

look wall学到的三花聚顶掌的等级有关，而三花聚顶掌要100级才能练，所以如

果想练三花得话，新手任务至少获得10w经验。以上纯属推测，如有错误，本人

概不负责。 

2.6 少林 

2.6.1 少林寺简介 

少林寺坐落于河南省嵩山，嵩山由两座群山组成，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

各拥三十六峰，峰峰有名，少林寺就是在竹林茂密的少室山五乳峰下，故名「少

林」。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四九五年）。当时，天竺僧人跋

陀由西域跋涉儿来，得到虔信佛学的孝文帝的礼敬。跋陀见嵩山很像一朵莲花，

便有意在「花」中立寺，孝文帝遂在少室山建造少林寺供养跋陀。后来又过了三

十余年，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广罗弟子，传授禅宗，成为中国佛教

禅宗的开山祖师。出扬州北门，往西北经淮北、许昌、汝州，可前往少林寺。到

少林广场，可拜三位比丘为师。 

2.6.2 少林人物简介 

 达摩老祖(Damo laozu) 

 少林无名老僧 无名老僧(Wuming laoseng) 

=达摩老祖= =无名老僧= 

禅宗心法 

(buddhism) 

深不可测 450 禅宗心法 (buddhism) 深不可测 400 

读书写字 (literate) 超凡入圣 280 读书写字 (literate) 超凡入圣 300 

八项基本功夫 八项基本功夫 

基本刀法 (blade) 撼天动地 500 基本刀法 (blade) 撼天动地 500 

基本拳法 (cuff) 撼天动地 500 基本拳法 (cuff) 撼天动地 500 

基本轻功 (dodge) 精深奥妙 450 基本轻功 (dodge) 撼天动地 500 

基本指法 (finger) 撼天动地 500 基本指法 (finger) 撼天动地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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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功 (force) 撼天动地 500 基本内功 (force) 撼天动地 500 

基本硬功 

(iron-cloth) 

精深奥妙 450 基本招架 (parry) 撼天动地 500 

基本招架 (parry) 撼天动地 500 基本杖法 (staff) 撼天动地 500 

基本剑法 (sword) 撼天动地 500 基本鞭法 (whip) 撼天动地 500 

八项特殊功夫 九项特殊功夫 

 □大韦陀杵 (daweituo-chu) | 撼天动地 | 500 

□混元一气功 

(hunyuan-yiqi) 

十二重楼 500 混元一气功 (hunyuan-yiqi) 十二重楼 400 

□金刚不坏功 

(jingang-buhuai) 

撼天动地 500 □大金刚拳 (jingang-quan) 撼天动地 500 

□大金刚拳 

(jingang-quan) 

撼天动地 500 拈花指 (nianhua-zhi) 撼天动地 500 

□拈花指 

(nianhua-zhi) 

撼天动地 500 □燃木刀法 (ranmu-daofa) 撼天动地 500 

□少林身法 

(shaolin-shenfa) 

精深奥妙 450 □日月鞭法 (riyue-bian) 撼天动地 500 

□修罗刀 

(xiuluo-dao) 

撼天动地 500 □少林身法 (shaolin-shenfa) 撼天动地 500 

易筋神功 (yijin-jing) 十二重楼 450 易筋神功 (yijin-jing) 十二重楼 500 

 □一指禅 (yizhi-chan) 撼天动地 500 

 少林长老 渡难(Du nan) 

 少林长老 渡劫(Du jie) 

 渡厄(Du e) 

一项知识 

禅宗心法 (buddhism) 非同凡响 200 

四项基本功夫 

基本轻功 (dodge) 鹤立鸡群 200 

基本内功 (force) 鹤立鸡群 200 

基本招架 (parry) 鹤立鸡群 200 

基本鞭法 (whip) 鹤立鸡群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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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特殊功夫 

□混元一气功 (hunyuan-yiqi) 第七重楼 190 

□日月鞭法 (riyue-bian) 鹤立鸡群 200 

□少林身法 (shaolin-shenfa) 鹤立鸡群 200 

 少林派第三十六代弟子「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Xuanci dashi) 

 少林派第三十六代弟子「达摩院主持」 玄悲大师(Xuanbei dashi) 

 少林神僧「般若堂首座」 玄难大师(Xuannan dashi) 

 少林神僧「罗汉堂首座」 玄苦大师(Xuanku dashi) 

 少林派第三十六代弟子「戒律院主持」玄痛大师(Xuantong dashi) 

 少林派第三十六代弟子 玄惠大师(Xuanhui dashi) 

少林派第三十六代弟子 

玄悲大师(xuanbei dashi) 玄苦大师(xuanku dashi) 玄难大师(xuannan dashi) 

二项知识 二项知识 二项知识 

禅宗心法 180 禅宗心法 160 禅宗心法 160 

读书写字 180 读书写字 160 读书写字 160 

七项基本功夫 七项基本功夫 七项基本功夫 

基本刀法 180 基本刀法 160 基本棍法 160 

基本爪法 180 基本拳法 160 基本拳法 160 

基本轻功 180 基本轻功 160 基本轻功 160 

基本内功 180 基本内功 160 基本指法 160 

基本手法 180 基本招架 160 基本内功 160 

基本招架 180 基本杖法 160 基本招架 160 

基本剑法 180 基本剑法 160 基本掌法 160 

六项特殊功夫 六项特殊功夫 六项特殊功夫 

□慈悲刀 180   □般若掌 160 

  □混元一气功 | 160 □混元一气功 | 160 

□混元一气功 180 □罗汉拳 160 □大金刚拳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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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爪功 180 □少林身法 160 □少林身法 160 

□如来千叶手 180 □韦驮棍 160 □无常杖 160 

□少林身法 180 □修罗刀 160 □一指禅 160 

 少林般若堂罗汉「伏虎罗汉」澄心(Chengxin luohan) 

 少林般若堂罗汉「接引罗汉」澄意(Chengyi luohan) 

 少林般若堂罗汉「金刚罗汉」澄思(Chengsi luohan) 

 少林般若堂罗汉「功德罗汉」澄识(Chengshi luohan) 

 少林般若堂罗汉「光明罗汉」澄志(Chengzhi luohan) 

 少林般若堂罗汉「庄严罗汉」澄信(Chengxin luohan) 

 少林般若堂罗汉「日月罗汉」澄灵(Chengling luohan) 

 少林般若堂罗汉「须弥罗汉」澄欲(Chengyu luohan) 

 少林般若堂罗汉「广力罗汉」澄尚(Chengshang luohan) 

 少林罗汉堂罗汉「降龙罗汉」澄观(Chengguan luohan) 

 少林罗汉堂罗汉「清净罗汉」澄知(Chengzhi luohan) 

 少林罗汉堂罗汉「归真罗汉」澄明(Chengming luohan) 

 少林罗汉堂罗汉「精进罗汉」澄净(Chengjing luohan) 

 少林罗汉堂罗汉「旃檀罗汉」澄坚(Chengjian luohan) 

 少林罗汉堂罗汉「贤善罗汉」澄行(Chengxing luohan) 

 少林罗汉堂罗汉「智慧罗汉」澄寂(Chengji luohan) 

 少林罗汉堂罗汉「妙音罗汉」澄灭(Chengmie luohan) 

 少林罗汉堂罗汉「金身罗汉」澄和(Chenghe luohan)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虚尊者(Huixu zun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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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名尊者(Huiming zunzhe)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空尊者(Huikong zunzhe)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洁尊者(Huijie zunzhe)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合尊者(Huihe zunzhe)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修尊者(Huixiu zunzhe)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如尊者(Huiru zunzhe)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色尊者(Huise zunzhe)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真尊者(Huizhen zunzhe) 

少林派第三十八代弟子 

慧洁尊者 慧名尊者 慧虚尊者 慧合尊者 慧修尊者 慧色尊者 

二项知识 二项知识 二项知识 二项知识 二项知识 二项知识 

禅宗心

法 

80 禅宗心

法 

80 禅宗心

法 

80 禅宗心

法 

80 禅宗心

法 

80 禅宗心

法 

80 

读书写

字 

80 读书写

字 

80 读书写

字 

80 读书写

字 

80 读书写

字 

80 读书写

字 

80 

五项基本功

夫 

五项基本功

夫 

五项基本功夫 五项基本功

夫 

五项基本功

夫 

五项基本功

夫 

基本刀

法 

80 基本爪

法 

80 基本棍

法 

80 基本轻

功 

80 基本拳

法 

80 基本爪

法 

80 

基本棍

法 

80 基本轻

功 

80 基本轻

功 

80 基本指

法 

80 基本轻

功 

80 基本轻

功 

80 

基本轻

功 

80 基本内

功 

80 基本内

功 

80 基本内

功 

80 基本内

功 

80 基本内

功 

80 

基本内

功 

80 基本招

架 

80 基本手

法 

80 基本招

架 

80 基本招

架 

80 基本招

架 

80 

基本招

架 

80 基本掌

法 

80 基本招

架 

80 基本剑

法 

80 基本杖

法 

80 基本掌

法 

80 

四项特殊功

夫 

四项特殊功

夫 

四项特殊功夫 四项特殊功

夫 

四项特殊功

夫 

四项特殊功

夫 

□慈悲 80 □般若 80 □风云 80|□达摩剑 □混元 80 □混元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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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掌 手 || 80 一气功 一气功 

□混元

一气功 

80 □混元

一气功 

80 □混元

一气功 

80 □混元

一气功 

80 □大金

刚拳 

80 □龙爪

功 

80 

□少林

身法 

80 □少林

身法 

80 □少林

身法 

80 □拈花

指 

80 □普渡

杖 

80 □散花

掌 

80 

□韦驮

棍 

80 □鹰爪

功 

80 □少林

醉棍 

80 □少林

身法 

80 □少林

身法 

80 □少林

身法 

80 

 少林派第三十九代弟子 道果禅师(Daoguo chanshi) 

 少林派第三十九代弟子 道品禅师(Daopin chanshi) 

 少林派第三十九代弟子 道觉禅师(Daojue chanshi) 

 少林派第三十九代弟子 道一禅师(Daoyi chanshi) 

 少林派第三十九代弟子 道成禅师(Daocheng chanshi) 

 少林派第三十九代弟子 道尘禅师(Daochen chanshi) 

 少林派第三十九代弟子 道相禅师(Daoxiang chanshi) 

 少林派第三十九代弟子 道象禅师(Daoxiang chanshi) 

 少林派第三十九代弟子 道正禅师(Daozheng chanshi) 

 少林派第四十代弟子 清法比丘(Qingfa biqiu) 

 少林派第四十代弟子 清为比丘(Qingwei biqiu) 

 少林派第四十代弟子 清无比丘(Qingwu biqiu) 

 少林派第四十代弟子 清善比丘(Qingshan biqiu) 

 少林派第四十代弟子 清晓比丘(Qingxiao biqiu) 

 少林派第四十代弟子 清闻比丘(Qingwen biqiu) 

 少林派第四十代弟子 清观比丘(Qingguan biqiu) 

 少林派第四十代弟子 清缘比丘(Qingyuan biqiu) 

 少林知客僧 虚明(Xu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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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知客僧 虚通(Xu tong) 

 少林弟子 托钵僧(Tuobo seng) 

 少林小沙弥 净慈(Xiao shami) 

 少林小沙弥 净苦(Xiao shami) 

 少林小沙弥 净难(Xiao shami) 

 少林小沙弥 净悲(Xiao shami) 

 少林小沙弥 净痛(Xiao shami) 

2.6.3 拜师指南 

少林只收男弟子，女性玩家在山脚下会被知客僧所拦阻。一开始可拜寺外三

位比丘为师，做俗家弟子。ask 清法比丘 about 出家，可以出家当和尚，学到少

林高级武功。ask 清法比丘 about 还俗，可以脱离少林，buddhism 技能被清除，

经验大于1000时加判师次数一次，判出少林后不能再回少林，也无法再持少林英

雄令进入少林。少林寺不收武功超过一定水准的普通百姓(5000经验）。 

 拜师1：all skill 达到30级，可以向茶室的清乐比丘要达摩令，把令给

自己师傅一辈的npc（清字辈，有些可能不收令），再fight，赢了可以

拿到一封推荐信，拿推荐信给道字辈npc，离开以后再回来，就可以拜

道字辈禅师为师。依此顺序可以拜尊者，拜罗汉。从道字辈开始必须

出家才能拜师。 

 拜师2：要拜玄字辈大师必须先破十八罗汉阵。破阵后，就可以拜玄字

辈大师（注：拜玄字辈不需要推荐信！）。 

 拜师3：拜渡字辈则要求 buddhism 120，道德10万，根骨35。少林大门

广场东边两步的黄金处到伏魔圈：w;e;s;e;n;n;e;w;s 

 拜师3：拜达摩要求出家 buddhism 200，道德10万，悟性40，无判师记

录。无须先过罗汉阵，不考虑其他辈分。，拜达摩后要想再拜其他师傅，

必须从清字辈开始拜起。达摩不见外客，少林弟子要想见他也必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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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过方丈(Buddhism 30)才行。 

 拜师4：拜无名老僧要求很高，首先必须到藏经阁小屋领悟（lingwu；

要求经验2M才能领悟），若出现窗外的扫地老僧对你笑了笑的提示十

次以后无名老僧才可能收你为徒。然后需到钟楼一层，密道进去找无

名老僧。走密道需要内力和最大内力3000以上。拜无名要求无判师记

录，buddhism 250，道德10万，悟性50。拜无名后可以走天井捷径去见

无名。道德小于零会被达摩老祖开除。道德小于零，或pk次数大于5时

会被无名老僧开除 

 注意：达摩收出师到少林的需要：达摩老祖说道：「你不先散了别派内

功，我怎么收你？！」，根据奇迹测试，散去别派内功，做些少林新手

任务（具体多少ｅｘｐ没统计，１０小时左右）后，可以拜。 

  友情提示：跟自己师傅比武的时候，打赢了师傅，师傅如果出现“深吸一口气”的提示，他是不会给你推

荐信的，只能quit重来！！！ 

2.6.4 少林相关提示 

 西碑林 {say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4 pull stone up;#3 push stone 

down;d}可进少林地下室，里面有一块石板，又名易筋经拳法篇，能读

除unarmed外的所有空手功夫到30级。 另外这个密室内可study table，

能将除unarmed外的所有空手功夫提升至100级。提升哪一种功夫随机，

无法指定。 这个study table没有busy，可以 #n study table 方式，关于

提升哪一种，这个每次不同，比如 #30 study table，那么所有的技能都

会有一些增长，不过不是相同的。 另外要特别说明，目前一种增长5

种功夫，假设有一种已经到100，那么上面的30次，就会有一些浪费掉。

如果是掌法到了，那么还会继续study 掌法，就浪费了一次。 

 悟性25，buddhism 80级，其余武功50级以上，可以 ask 清乐比丘 about

手谕，据此可上藏经阁二楼。在二楼小屋可能碰到慕容博，会主动杀

非慕容派弟子，需要小心。 

 经验5000，最大气300以上可入金刚伏魔圈，需经受三位渡字辈长老每

人一鞭，可要到菩提子（几率很小），金刚罩，伏魔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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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林弟子门忠400以上可以向达摩要洗髓经。 

 在大雄宝殿磕头（ketou）可以要到silk，读force到30，带着silk再磕头，

可以到force 100级。 

 在达摩院后的禅院静坐参禅 (canchan) ，可增长 buddhism ，需

buddhism150 级。 

 在达摩洞面壁，可以使道德变为零。 

 升至罗汉后，门忠大于400，可ask 玄慈大师 about 达摩心经，可读 

buddhism 到150。 

 ask 玄惠大师 about quest可做门忠。 

 十八罗汉阵，所有skill到80级（知识类不要求）后，可分别 ask玄苦大

师、玄难大师 about 罗汉大阵，然后到中间的练武场等着。只要能接

每个罗汉一招而没有晕倒或死亡，就算破阵成功，增加15000经验。破

阵以后可以到达摩院二楼由特殊功夫领悟基本功夫。领悟要求是特殊

功夫级别高于基本功夫级别。 

 少林弟子在外杀人后，或者道德降低了，需要到戒律院陈述过犯，否

则可能师傅不会继续教你武功。 

 道象禅师那里可以到要金创药、小还丹、大还丹。注意身上药性还在

的话不要再吃大小还丹，否则有害无益。 

 道相禅师那里有铁护腕、铁护腰、皮手套、皮围脖、铁指套、僧鞋、

铁背心。 

 道尘禅师那里可以要到齐眉棍，戒刀，禅杖，长剑，皮鞭。 

 打铁僧那里可以要到铁手掌，有真有假，仔细分辨不要给骗了。 

 打木人时若木人坏了可以找道果禅师修理。 

 外人要想进入少林时需要拿到少林英雄令，给托钵僧1 gold可以拿到。

从广场边的松林可以到金刚伏魔圈，出来后会到树林里。树林没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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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乱走会随机掉进陷阱，被抓进少林监狱。贿赂狱卒就可以偷偷

溜出来，到少林寺内。 

2.6.5 少林寺武功简介 

心法 

 禅宗心法（buddhism） 

■知识类技能，配合混元一气功长精 
■学习条件：道家不能学，犯戒时不能学，有化功大法时不能学 
■练习条件：不能练习，可以在少林禅院（canchan）提高等级 
■非少林弟子不能canchan，少林出师的也不可canchan 

内功 

 混元一气功（hunyuan-yiqi） 

■可激发为force 

■学习条件：男性，需基本内功（force）10，禅宗心法100级内混元一气不能高于禅宗心法等级，结婚

后只能学到80级，犯戒时不能学 

■练习条件：不能练 

■内功功能： 

■heal， 混元一气20，内力50 

■lifeheal，最大内力300，内力150 

■roar， 内力600 

 易筋经神功（yijin-jing） 

■可激发为force 

■学习条件：经验1M以上，基本内功（force）100 

■练习条件：不能练 

■内功功能： 

■heal， 易筋经20，内力50 

■powerup， 内力200 

■roar， 内力600 

■jingang， 金刚不坏体神功，要求易筋经200，根骨25，内力1000，最大内力3800 

特殊武功 

 金刚不坏神功（jingang-buhuai） 

■可激发为iron-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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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条件：易筋经300以上，少林出家弟子 

■练习条件：不能练 

轻功 

 少林身法（shaolin-shenfa）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40，耗气30 

■基本招式：一苇渡江，雨燕掠波，移步换形，分身化影，孤骛落日，鸿雁双飞，苍龙出水，稚凤归巢 

■特殊招式：无 

空手功夫 

 龙爪功（longzhua-gong） 

■可激发为parry；claw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捕风式，捉影式，抚琴式，鼓琴式，批亢式，掏虚式，抱残式，守缺式，抢珠式，夺剑式，

拿云式，追日式。 

■特殊招式：无 

 鹰爪功（yingzhua-gong） 

■可激发为parry；claw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凶鹰袭兔，雄鹰展翅，拔翅横飞，迎风振翼，飞龙献爪，拨云瞻日，搏击长空，鹰扬万里。 

■特殊招式：无 

 罗汉拳（luohan-quan） 

■可激发为parry；cuff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10，最大内力50，不能高于禅宗心法等级。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25，内力5，不能高于禅宗心法等级。 

■基本招式：黄莺落架，丹凤朝阳，洛钟东应，偏花七星，苦海回头，挟山超海，慑服外道，三入地狱。 

■特殊招式： 

1、罗汉（luohan），罗汉拳150，混元一气功150，最大内力2000，当前内力1000。罗汉拳大于500

级，混元一气功大于500级，特殊攻击将飞跃，附带化学伤害。 

 大金刚拳（jingang-quan） 

■可激发为parry；c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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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条件：混元一气10，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莲花座，烈火锥，八方雨，掌心雷，五指山，观音渡，天龙唱，如来笑。 

■特殊招式： 

1、大金刚神通（jingang），大金刚拳90，混元一气60，最大内力500，内力500，极大的增强膂力，

持续命中后可连续击杀。 

 如来千叶手（qianye-shou） 

■可激发为parry；hand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25，内力5 

■基本招式：南海礼佛，金玉瓦砾，人命呼吸，镜里观影，水中捉月，浮云去来，水泡出没，梦里明明，

觉后空空 

■特殊招式： 

1、千手如来（qianshou），如来千叶手150，身法25，内力1000，可降低对方的攻防与躲闪。 

 风云手（fengyun-shou） 

■可激发为parry；hand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25，内力5 

■基本招式：风满长空，烈火腾云，草深雾泽，天目昭辉，雷震四方，水到渠成，山高林密，地老天荒。 

■特殊招式： 

1、佛光普照（foguang）风云手180，内力1000，膂力25，根骨25，化学一击。 

 拈花指（nianhua-zhi） 

■可激发为parry；finger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10，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瓶花落砚，寒梅吐蕊，初杏问酒，露草斜阳，仰月承霖，叶底留莲，清风拂桂，菊圃秋霜，

伽叶微笑，佛祖拈花。 

■特殊招式： 

1、拈花拂穴（fuxue），混元一气90，拈花指有效等级90，最大内力300，内力300，可以偷袭，使

敌人busy 

 一指禅（yizhi-chan） 

■可激发为parry；finger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佛恩济世，佛光普照，佛门广渡，佛法无边。 

■特殊招式： 

1、惊魔一指（jingmo），一指禅120，混元一气120，禅宗心法120，膂力40， 最大内力2000，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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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1000，busy对手，若不成功自己busy时间及是否叫杀和禅宗心法有关，400级禅宗心法以上不叫杀。

非佛门弟子无法运用此招降魔。 

2、大智无定指（dazhi），处于不能被释放特殊招式的状态，取而代之的是消耗自身的内力，内力过低

会自动解除大智状态。 

■要求：需要解密，膂力40，混元一气100，一指禅100， 

■禅宗心法150，最大内力2000，内力1000。 

 般若掌（banruo-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25，内力5 

■基本招式：横空出世，长虹贯日，云断秦岭，铁索拦江，狂风卷地，怀中抱月，高山流水，摘星换斗，

翻江搅海，金刚伏魔。 

■特殊招式： 

1、一拍两散（san），一指禅120，混元一气120，大量消耗内力与精神，叫杀，极大的杀伤对手，命

中不高。 

 散花掌（sanhua-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春深芳草尽，夏闲独兰馨，秋酣菊霜清，冬卧听梅吟。 

■特殊招式： 

1、四季散花（sanhua），打掉对手气血上限，命中不高。若持续命中，可以连续化学伤害。 

兵器功夫 

 慈悲刀（cibei-dao） 

■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10，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25 

■基本招式：停车问路，童子挂画，推窗望月，开门见山，临溪观鱼，张弓望的，风送轻舟，川流不息。 

■特殊招式：无 

 修罗刀（xiuluo-dao） 

■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10，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35 

■基本招式：割肉饲鹰，投身饿虎，斫头谢天，折骨出髓，挑身千灯，挖眼布施，剥皮书经，剜心决志，

烧身供佛，刺血满地。 

■特殊招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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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渡杖法（pudu-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aff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30 

■基本招式：黄牛转角，野马追风，猛虎跳涧，狮子摇头，苍龙摆尾，大蟒翻身，胡僧托钵，慈航普渡。 

特殊招式：无 

 无常杖法（wuchang-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aff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30 

■基本招式：庸人自扰，想入非非，六神不安，面无人色，心惊肉跳，行尸走肉，饮恨吞声，力不从心，

穷途没路，呆若木鸡，人鬼殊途，我入地狱。 

■特殊招式：无 

 韦陀棍（weituo-gun） 

■可激发为parry；club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25 

■基本招式：黄石纳履，勒马停锋，平地龙飞，伏虎听风，流星赶月，红霞贯日，投鞭断流，苍龙归海。 

特殊招式：无 

 少林醉棍（zui-gun） 

■可激发为parry；club；staff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25 

■基本招式： 

蓝采和，提篮劝酒醉朦胧 何仙姑，拦腰敬酒醉仙步 

曹国舅，千杯不醉倒金盅 韩湘子，铁棍提胸醉拔萧 

汉钟离，跌步翻身醉盘龙 铁拐李，踢倒金山醉玉池 

张果老，醉酒抛杯倒骑驴 吕洞宾，酒醉提壶力千钧 

■特殊招式： 

1、八仙醉打（zuida），喝醉，膂力25，混元一气80，醉棍100级，最大内力500，内力500。增强臂

力与身法，喝的越醉效果越好。 

 伏魔剑（fumo-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35 

■基本招式：穿云势，破雾势，推山势，搅海势，开天势，劈地势，雷针势，龙吞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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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招式：无 

 达摩剑（damo-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25 

■基本招式：万事随缘往，来去若梦行，浮世沧桑远，轮回法舟轻，水月通禅寂，鱼龙听梵音，千里一苇

去，禅心顿自明。 

■特殊招式： 

1、达摩三绝剑（sanjue），身法30，达摩剑有效等级135，轻功有效等级135，混元一气60，最大内

力300，内力300。 

 无影剑法（wuying-jian）（删除了？）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50，易筋经250，最大内力1000，可能要放弃其他剑法 

■练习条件：气100，精100，内力200，耗气40，精40，内力15 

■基本招式：来去自如，日月无光，剑气封喉，心境如水，佛光普照，风行叶落 声东击西，无影无踪，蛟

龙出水 

■特殊招式： 

1、分身无影（wuying），无影剑150，内力300 

2、立地成佛（lidichengfo），基本内功150，最大内力150，内力400，膂力28，需激发易筋经。连

续推出三掌，分别要求无影剑100，125，150 

 大韦陀杵（daweituo-chu） 

■可激发为parry；staff 

■学习条件：混元一气250，易筋经250，最大内力1000 

■练习条件：气100，精100，内力200，耗气40，精40，内力15 

■基本招式：离相寂灭，究竟无我，离色离相，无断无灭，应化非真，法会因由，妙行无住，能净业障，

法身非相 

■特殊招式： 

1、我佛如来（rulai)，连续攻击，有可能打断对手兵器。臂力影响罡气效果。 

■要求：大韦陀杵150，内力300分身无影（wuying），无影剑150，内力300 

2、无相无我（wuxiang） 

■要求：基本内功150，最大内力1500，内力400，膂力28，需激发易筋经。连续打出强力化学三

招，分别要求大韦陀杵100，125，150，内力300，500，700。 

 日月鞭法(riyue-bian) 

■可激发为parry；whip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500，混元一气5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40 

■基本招式：裂石式，断川式，破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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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招式： 

1、缠绕（chan），使busy，要求日月鞭法50 

2、金刚伏魔圈（fumoquan），加强膂力及防御，混元一气功、日月鞭法150，内力500 

 燃木刀法(ranmu-daofa) 

■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2000，易筋神功180，低于200级需要修罗刀120 

■练习条件：气40，耗气30，内力10 

■基本招式：烈火烧身，点木生火，张弓望月，烈火腾云，烈火腾云，火中取栗，玉石俱焚 

■特殊招式： 

1、焚天（fentian），对对手造成巨大伤害。易筋神功、燃木刀法、基本刀法、基本掌法150级，最大

内力1500，内力500。不能与金刚伏魔圈和焚心同时使用。 

2、焚我（fenwo），连续攻击对手数招，易筋神功、燃木刀法、基本刀法150级，膂力悟性40，内力

2000，不能与醉打同时使用。可以通过使用该特殊攻击增加熟练度，提高焚我威力。 

3、焚心（fenxin），提高攻击力。易筋神功、燃木刀法、基本刀法140级，膂力、身法30，内力500。 

注明：大韦陀杵（原无影剑法）、燃木刀法、日月鞭法只能跟不同的师傅习练其一，不能同时习练。 

少林可以互备的武功 

yingzhua-gong fengyun-shou 

longzhua-gong qianye-shou 

banruo-zhang yizhi-chan 

sanhua-zhang nianhua-zhi 

fumo-jian cibei-dao 

xiuluo-dao damo-jian 

2.6.6 高级攻略 

2.6.6.1 前 言 

注明：原作者，老秃，我从论坛(论坛作者名:fadai)转载到这里，顺便做些修

改，比如少林拜无名钻洞，只是晕，已经不假死了。请老秃见谅。经虫儿授权，

由我再次对少林wiki师兄手札进行编排，已经初步完工。由于初学，不足之处，

请多包涵！newgrin。  

少林分俗家弟子和出家弟子两种，不过事实上也没有人专门来练个俗家弟子

出来，都是剃光光了做和尚，所谓一入佛门深如海啊。（不入佛门貌似低下小光

头也是深似海啊！） 一入佛门深似海，皈依我佛百年僧！ 这两句话深刻概括了

少林派的特点：1.少林最好不要出师，2.少林百岁不出门  

2.6.6.2 天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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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流行30膂力，因此身法只能选10，悟性和根骨加起来40，选择30 20 20 

10的属性。 （补充：根据chonger指点，少林参禅和悟性成正比，所以悟性不要

过于低……）  

2.6.6.3 拜师 

少林可以拜的npc和拜师步骤在help里面都有很明确的说明，这里仅仅说一

下其中几点要诀。  

1) 需要拿达摩令给自己师父或者同级别的npc，然后fight他，打赢才能给你

升级的推荐信。需要注意的是，fight他打赢的判定是当前气血<50%，但

是打赢之后如果对手吸气(exert /yun recover)了导致他当前气血超过50%

就不给你推荐信了。这种情况有两个解决办法，要么用busy类pfm定住

他（自己功夫低可以找人帮忙），要么打狠一点，保证fight之后气血上

限也小于50%。 

2) 过罗汉阵需要所有功夫（包括知识类技能，不过training可以除外）不低

于80，不过少林过阵一直有个老bug存在，因此最好不要在快更新的时

候去，不然容易出错。就是出现一个没有窗口的房间，但是别人能过来，

结果就是来少林的人一不注意就进来出不去了。这种情况只能找wiz来

更新房间，没有别的办法。 

3) 拜无名老僧很麻烦。首先去要去少林藏经阁（就是慧真尊者那里打开门

之后s一步）领悟，这个领悟不是过阵之后去达摩院的那种领悟。指令

就是lingwu，有busy，有时会晕倒，消耗精力。领悟过程中会出现“你

突然觉得窗外的扫地老僧对你笑了笑，回头却发现他只是在专心打扫”

这种描述，统计这种现象，达到10次了就说明你和这个老秃驴的缘分已

经凑足了。记得带着火折（天山买卖提那里买fire），还有充足的食物饮

水，然后去跳楼涨轻功的地方，右边那个塔enter后，你look，就会看见

地上的brick有松动，可以qiao开，这时候你要wield jian或者wield dao然

后qiao brick；down，就可以下去了，无名就在这个暗道里面。 

4) 要见无名先要走八卦阵，走八卦阵过程中会晕三次。走过八卦阵之后就

到了一个洪荒古洞，开始enter hole吧，enter一次busy大概50s，会减点精

神气血，所以带点吃喝，有食物饮水了就可以自己恢复了。挂机慢慢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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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就可以进到一个hole里面就可以见着他了。走八卦阵的路径是坎，

离，震（晕一次）艮，艮，兑，巽，震（继续晕）乾，震（还是晕）兑，

巽，离，坎，兑，艮，兑，坎。领悟和钻洞所花的时间和fy有关，fy越

高越快。 

2.6.6.4 功夫点评 

1) 少林功夫多种多样，所谓天下武功出少林，不过大而无当，很多功夫也

就是凑凑热闹而已，真正说到有用的其实也就那么几门。刚进来的小和

尚，在钓鱼答题之类任务之后，选择的功夫应该是damo-jian+xiuluo-dao

或者fumo-jian+cibei-dao这两种wbei方案之一。如果最后要学ranmu-daofa，

要使用第一种选择，因为刚开始学ranmu-daofa，需要120级的xiuluo-dao。 

2) 师父不会没关系，找shaolin wuji自己读，wuji在上面所说拜无名老秃驴

lingwu的地方和n一步慧真尊者所在的房间，地上扔着，每处3本，内容

随机出，总有你想要的。记得如果自己过去，需要带上从方丈室外边比

丘那里拿到的手谕，不然下面的和尚不让你上去，上面的慧真和尚还要

杀人。这些功夫完全可以利用fadai室读完，功夫本身也没有什么值得称

道的地方，也不需要用什么pfm，拿上一把刀一把剑生砍就是。反正这

个阶段敌人也不强，气血也短，几下就打死了。 

3) 拜金刚伏魔圈的三渡之后可以学习riyue-bian，这个功夫practice起来很容

易，所以很快级别就能上去，这是一门纯粹辅助性质的功夫，效果下面

有讲述。 

4) 拜达摩之后内功就可以从hunyuan-yiqi换成yijin-jing了，不过记住不要把

hunyuan-yiqi给放弃，这两门内功各有各的好处。 

5) Hunyuan-yiqi虽然没有powerup，但是可以配合buddhism加不少的精神上

限，而且可以降低后期因为年纪大而每个mudage减少5点精神5点气血的

损失，并且少林好多功夫都需要有一定级别的hunyuan-yiqi。Yijin-jing

是非常好的内功之一，exert powerup和exert jingang的威力随buddhism级

别的提高而增大。 

6) Buddhism是少林和尚必备技能之一，不但拜师需要，影响内功效果，和

hunyuan-yiqi配合增加精神上限，而且决定着少林很强大的一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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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han-quan所能达到的级别。先期可以读金刚经，达摩心经，或者跟师

父学，后期还可以去达摩院n一步canchan，canchan速度和先天悟性有关，

悟性越高canchan速度越高。 

7) luohan-quan 的 perform luohan ，前期无足轻重，在 500 之后并且

hunyuan-yiqi达到501之后会随机出相当厉害的额外攻击，并且该额外攻

击不怕挪移，是相当好的一个功夫，luohan-quan通过练习所能达到的级

别不超过buddhism级别。 

8) zui-gun的perform zuida，增加膂力和身法，虽然需要喝醉这一点比较麻

烦，但仍然是相当不错的一个pfm，值得一学。 

9) nianhua-zhi的perform fuxue，能在安全区偷袭人，叫杀pfm，命中和威力

都算中等，建议学个100级左右，任务NPC躲某些安全区之后，可用做

偷袭，也可让偷袭毫毛 
 

10) yizhi-chan 的 perform jingmo ，效果和威力随 buddhism 而改变，在

buddhism400级之后不叫杀，buddhism 1200级之后自己的busy很短，算

得上相当实用的pfm，少林和尚必备技能。 

11) qianye-shou的perform qianshou，能降低对手攻防躲闪，成功率很高。但

在busy类pfm和攻击类pfm都很强大的南侠，这种类型的pfm其实没什么

大作用，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 

12) jingang-quan的perform jingang，著名的垃圾pfm之一，消耗大，而且只出

一招，威力也只能说一般，不建议学。 

13) fengyun-shou的perform foguang，比jingang-quan还不如，成功率和damage

都不行。 

14) sanhua-zhang的perform sanhua，比fengyun-shou实用那么一点，倒也不算

十分垃圾，不过少林这么多比它更好的，我们为啥还学这个。 

15) damo-jian的perform sanjue，著名的垃圾pfm，其价值不值得讨论。 

16) jingang-buhuai，被动技能，这个属于iron-cloth类，可以enable iron-cloth 

jingang-buhuai，不能练习。一定程度上可以和qiankun-danuoyi相比，不

过挪移效果更多是拿战斗双方exp相比出来的，jingang-buhuai的效果则

更多的是双方级别相比。所以npc使用效果很爽，player用起来么，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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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强不少，但最好不要对他抱太大信心。 

17) 杂七杂八的说了这么多，下面该说到最重要的功夫了。Jpei设定下的少

林有三种功夫，player只能学习其中之一，分别是riyue-bian，daweituo-chu，

ranmu-dao。Riyue-bian是一门纯粹辅助性质的功夫，pfm有两种，perform 

chan可以busy对手，命中还不错，不过成功之后定住对手的时间很短，

级别低的时候你定住对手的时间还不如自己使用pfm busy的时间呢。

perform whip.fumoquan相当不错的辅助pfm，加不少膂力和身法，加不

少防御，算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少林前期没有powerup的遗憾。该功夫

作为辅助，可以配合zui-gun，luohan-quan这些功夫。daweituo-chu练习

难度较大，普通攻击效果不错。perform rulai是连续攻击对手5招，500

级后有几率斩断对手兵器，命中不错，伤害一般，不过相对于其他功夫

而言加力的效果比较明显。Perform wuxiang不怕挪移，然而命中相当的

不怎么样。Ranmu-dao的perform fentian命中除了功夫，还和天赋有关，

不怕挪移，伤害相当可观，就是后期damage有上限，perform fenwo连续

攻击功夫，威力也不错，而且使用次数多了威力还能提高(友情提示，任

何武器使用20次焚我之后武器自动销毁），perform fenxin是辅助性质的

pfm。不过ranmu-dao不能用好兵器，只好拿木刀凑数。这3门功夫各有

各的好处，不能说哪一个绝对比另外的好，riyue-bian虽然相对其他两种

功夫弱了点，但是拜三渡就能学到，而且练习容易，配合zui-gun和

luohan-quan还是可以的。Wuying-jian练习困难，perform wuying适合护

镖(此工夫已删)。Ranmu-dao介于两者之间，做什么任务都可以。所以喜

欢直来直去的就不要选择riyue-bian了，喜欢拿好兵器的就不要选择

ranmu-dao了，喜欢做萧峰任务的就不要选择wuying-jian了（wuying-jian

已经删除）。 

2.6.6.5 门忠 

少林拜师不需要门忠，因此做不做影响不大，无非是不能拿物品（包括大小

还丹和一些书）而已，不过如果拜了少林想从少林出师，就得把门忠做到2k。现

在门忠系统统一了，因此不需要更多介绍，唯一的意见就是exp最好在5w to 100w

之间把门忠做完，5w exp之前很多任务很难自己完成而且加的不多，100w exp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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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任务很麻烦。  

2.6.6.6 福利 

少林弟子，过罗汉阵会涨膂力悟性根骨身法这四项先天属性各2点，一共8

点。buddhism+hunyuan-yiqi，加精神，降低年龄对气血精神的影响。第一次拜金

刚伏魔圈中三渡的时候，会加10w exp（只加一次，以后拜师或者在三渡之间来

回拜不加）大还丹现在所有门派的人都能吃了，不过如果吃多了的话，少林弟子

降低的内力很少，因此勉强算福利。  

2.6.6.7 成长 

少林有了三种终极功夫，从而有多种路线，因此少林没有严格意义上不能做

的任务，无非是快慢而已。  

 task：可以拿鸡腿用nianhua-zhi busy住对手，走开换兵器回来打，不过

最好别学iron-cloth，并且不能enable iron-cloth jingang-buhuai 

 murong：前期用wbei硬砍，后期就先busy住，有 riyue-bian的就用

riyue-bian没有的就用yizhi-chan或者nianhua-zhi，然后再砍。 

 hubiao：建议学习大韦陀杵用perform rulai护镖，亦可busy住之后醉棍

平砍护镖 

 xf：建议学习ranmu-dao，busy住之后杀抓都容易，劝和战胜因为perform 

fentian伤害较大因此的注意对手情况别打死。 

 hjd：还是先busy住，然后怎么打都行。。。 

 华山送信：同上 

 husong：同上  

2.6.6.8 其他 

1) 每次走少林山门的时候会判断道德一次，如果道德变化就会有npc告诉

你，得去戒律院。道德高了无所谓，降低了的话，去了就会被关监狱，

不过可以give 10 silver to yu zu，贿赂他走出来。个人的走法是往s走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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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出口的地方n;w;n;e;s就出来了。如果不去戒律院的话，有的功夫师父

就不教你（比如hunyuan-yiqi），而且总是不去的话进少林之后有僧兵跟

着你，而且有几率对你叫杀，因此跑一趟还是有必要的。 

2) 个人意见是，少林和尚练到把师父功夫都学完的程度的时候，就得去挂

机参禅，级别越高越好，现在已经有人buddhism快3000级了，想超过难

度还是很大的，不过弄个1000级还是很现实的目标。我们的口号是少林

百岁不出门。 

2.6.7 新手任务 

近在论坛上貌似看到很多新人在问少林新手任务的问题，下面我就来详细讲

解下少林新手任务，以及做全自动少林新手任务的思路（最近太忙，没时间做，

只列出思路，各人自行琢磨） 

少林新手任务目前分为六块：劈材，挑水，敲钟，击鼓，诵经，超度，再道

果禅师那接任务（ask daoguo about 新手任务）他就会随机给你一项任务。 

劈材： 

劈材就是到少林斋房后面，ask seng about 柴刀，然后有和尚会告诉你要几

寸宽的哪种材多少个（目前有松材，柏材）同时会给你一把柴刀你只需要wield dao

然后take chai，这样你就会随机取到一种原料，然后put 原料id 再根据任务要求

的尺寸pi 1-3，就可得到木材，但是得到的木材不确定，有时候不是任务要求你

的，所以需要多pi几次，得到任务规定的数量尺寸的材料之后，jiao wood 直到

交完，然后jiao dao，就可以回去找道果ask daoguo about success，就完成了任务

（此任务增加基本刀法和剑法） 

机器人思路：目前有样子：粗糙的（rough），大段的（large），光滑的（smooth），

弯曲的（bending），小段的（small），直的（straight）部位：树杈（crotch），树

干（trunk），树根（root），树枝（branch），因此这边可以做两个变量，一个是样

子，一个是部位，意思就是说，比如我做变量a和b a存放样子，b存放部位，不

管我拿的是哪种原料，都直接put @a @b 就行了，这样就可实现，自动取原料，

自动放原料，你只管劈就行了，做劈材机器人的难点也就是这里，劈材中别的过

程我就不细说了，那些都应该是基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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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水： 

挑水也是到少林斋房后面，直接carry mu tong，然后到少林山下的佛心井fill 

mu tong然后再回到斋房后院，fill shui gang，直到提示水缸满就行了，要注意回

来的时候要一步一步走，走太快会将水洒掉，白跑一趟（此任务增加基本轻功） 
机器人思路：最简单的任务，回来时候做好间隔就行了 

敲钟： 

需要到钟楼七层，xuqi start 然后根据颜色提示（注意，这任务不是看文字

描述的，看字体颜色提示，当字体开始闪动了，不管描述的文字是啥，都直接knock 

bell）然后达到任务要求的次数，xuqi end，此时不要急于回去，等出现文字说蓄

气结束了，再过几秒出去，过急的话，有busy，很有可能会导致直接从7层摔出

去摔死。（此任务增加基本内功） 

机器人思路：要会做颜色触发，然后把每种描述的文字闪烁都做成触发（因

为他文字闪烁时描述的是哪句话都有可能）。 

击鼓：同敲钟，只是要去鼓楼七层，hit drum，其他同敲钟 

诵经： 

诵经的话，需要你找到藏经楼一楼的HCC NPC jie 任务要求的经书 然后到

相应的地点，page 页数 chanting 页数 内容很多人不知道诵经任务怎么做，或

者经书应该怎么看，往往都盲目的一页一页试，这样比较麻烦其实经书的话，分

为4个部分 左上角 XXXXX品第N（XX）这就像一本书的第几章第几节一样，

任务要求的一半也就是从这边来分辨，比如，任务要求你诵经阿含经的，中阿含

七法品城喻经第三(16)这个第三就是指阿含经的第三章这个16，并不是指阿含经

的第16页，而是指阿含经的第三章的第16节，而一本经书，也是以第一，第二，

第三，这样以此类推。中间是正文部分不多说，反正看不懂。左下角，是经书名，

右下角，是页数，因此，当任务要求你去比如诵经 中阿含七法品城喻经第三(16)，

你需要先根据左上角找到，第三（16）就是第三章16节，然后再看右下角，这个

节所在的页数，然后chanting 页数 正文（字与字之间不带空格，标点符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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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复制正文的话，需要把所有的空格和===都去掉，注意不要把字给

删掉）然后你只要等系统一秒一个字的慢慢把 经文内容全部输出来之后，任务

就完成了。 

机器人思路，和做红豆一样，你需要先把9本经书的内容都事先做好记录，

然后根据任务要求，从中节选（工作量太大，一本书正常的话三四百节） 

超度： 

和诵经差不多，只是不在少林寺内，而且任务开始也不告诉你要哪本书，你

需要接到任务后，先到任务地点，然后找到高僧（gao seng），give letter to gao 

seng;ask seng about 法事;然后他就会带你进灵堂，release start;之后你就可以知道

是哪本书，再稍等下，就可以知道是第几章第几节，然后ask seng about end;这样

就可以出灵堂，你回去去借书，然后再回来，ask seng about 法事，就可以再进

到灵堂，翻到任务要求的那一节往后一到两节，然后对一下内容，如果是别人正

在念的那一页，赶快pagedown到下一页事先打好release chanting 页数（不用加内

容） 不敲回车等待，系统提示又翻了一页，就马上敲回车，这样就可以配合别

人的节奏一起超度了，当一页念完就可以ask seng about end ，然后回去交任务。

身上同时带几本书是不明智的，因为没有优先级，所以不管你输入什么命令，都

是从你身上的第一本书的第一页开始翻起。（超度和诵经都增加禅宗心法） 

机器人思路：除了跟诵经机器人一样，需要有9本经书的文字库以外还需要

会自动走路，因为天南地北都有可能分配到。 

2.7 天地会 

2.7.1 天地会简介 

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天地会众主要已战略转移到洛阳，仅有部分会众尚留在北京城中打探朝廷动

向。目前只有陈近南、玄贞道人、马超兴、徐天川和关安基会收徒弟。由于 朝

廷搜捕频繁，天地会在洛阳也设了不少暗道来确保安全。要进入暗道需要知道暗

号，多问问天地会人物会有发现的。天地会人物现有如下几位： 

 天地会总舵主 陈近南(收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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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会洪顺堂香主 吴六奇 

 天地会家后堂香主 马超兴(收徒) 

 天地会青木堂护法 徐天川(收徒) 

 天地会青木堂护法 玄贞道长(收徒) 

 天地会青木堂会众 李力世 

 天地会青木堂会众 关安基(收徒) 

 天地会青木堂会众 高彦超 

 天地会青木堂会众 贾老六 

 天地会青木堂会众 钱老本 

天地会走法，从扬州中央广场：enter shudong;say 天堂有路你不走呀;d;1;n;do 

3 nw;n;nw;u;do 2 e;s;sw;nw;do 4 w;wu;wd;w;do 2 s;e;n;do 2 e(棺材铺内室) 

天地会涨门忠找陈近南，ask chen about quest 

2.7.2 天地会拜师指南 

想加入天地会可先拜关安基或徐天川，待符合条件后可拜玄贞道长，马超兴，

陈近南。 

 关安基与徐天川收徒条件：太监不收，佛家不收，道德为负不收，判

师两次或以上不收，拜关安基后成为“天地会青木堂小兄弟”。 

 玄贞道长收徒：太监不收，江湖声望10000，浩气苍冥功60，道德10000，

门忠500。拜徐天川或玄贞后成为“天地会青木堂会众”。 

 马超兴收徒条件：太监不收，江湖声望30000，浩气苍冥功120，道德

50000，门忠1000，拜马后成为“天地会青木堂护法”。 

 陈近南收徒条件：江湖声望50000，浩气苍冥功180，道德50000，门忠

1500，按陈的要求去杀死鳌拜，拜陈后成为“天地会青木堂堂主”。 

2.7.3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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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低于-1000会被陈近南、玄贞、马超兴开除，请自己注意，一旦开

除巫师不会为玩家恢复，道德低于负10万的别派玩家遇到这三位也会

招致杀身之祸； 

 一旦拜了陈近南就不能拜低等级的师傅了； 

 天地会弟子可以向陈近南要3本书，九龙鞭法、丹心剑谱和云龙经，后

两本书有上、下册之分（有门忠限制） 

 拜徐天川 

 ask xu about 反清复明，answer 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但是可

能是有bug，你answer完了，需要移动一下，再回来，才能bai xu  

 想学五虎断门刀必须拜马超兴； 

2.7.4 天地会武功介绍 

内功 

 浩气苍冥功(cangming-gong) 

■可激发为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force)20级，无性的只能学到50级 

■练习条件：不能练 

■内功功能： 

■自疗 exert/yun heal 要求：浩气苍冥功20级，最大内力50 

■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浩气苍冥功50级，最大内力300，内力150 

■加力 exert/yun powerup 要求：内力100，浩气苍冥功600级以后达到1/3效果。 

轻功 

零丁飘洋(lingding-piao)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40，耗气20 

■特殊招式：无 

兵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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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虎断门刀(wuhu-duanmendao) 

■可激发为blade，parry 

■学习条件：blade 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30 

■特殊招式： 

1、「断」字决(duan) perform blade.duan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 

■要求：五虎断门刀60 基本刀法60 内力200 

 九龙鞭(jiulong-bian) 

■可激发为whip，parry 

■学习条件：浩气苍冥功40，最大内力200 

■练习条件：浩气苍冥功40，气50，耗气35 

■特殊招式： 

1、白璧三献(baibi)，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 

■要求：激发浩气苍冥功，浩气苍冥功120，九龙鞭135，道德10万，较高的内力及精力要求(非恒

定，最高要求内力1000，精力500以上) 

2、秋云锁龙(suo)， 

■功能：使对手busy，技能判断 

■要求：当前内力400，有效鞭法100级 

3、auto pfm 

■功能：使对手busy及卸掉兵器 

 碧血丹心剑(danxin-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浩气苍冥功20，最大内力200，基本内功40 

■练习条件：浩气苍冥功20，气50，耗气25 

■特殊招式： 

1、三才剑法(sancai) perform sword.sancai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碧血丹心剑50，浩气苍冥功50，内力300 

2、雨打飞花剑(feihua) perform sword.feihua 

■功能：连招普通攻击，最多可出手一十六剑 

■要求：碧血丹心剑200，浩气苍冥功150，内力800 

■注：可与九龙鞭互备。 

空手功夫 

 猴拳(houquan) 

■可激发为cuff，p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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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条件：基本内功(force)30，最大内力2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10，耗气30，内力10 

■特殊招式： 

1.破釜沉舟(pofuchenzhou) perform cuff.pofuchenzhou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最多可以攻击八拳 

■要求：候拳200，浩气苍冥功100，内力400 

■消耗内力400，威力惊人，命中尚可 

 乾坤伏龙手(fulong-shou) 

■可激发为parry，hand 

■学习条件：浩气苍冥功50，基本内功50，基本手法30，最大内力250，乾坤伏龙手等级小于两倍浩气

苍冥功等级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特殊招式： 

1、逆鳞按穴(an) 

■功能：使对手busy，对手busy时间随乾坤伏龙手等级提高而增加 

■要求：膂力25，乾坤伏龙手100，基本手法100，内力300 

 云龙爪(yunlong-zhua) 

■可激发为parry，claw 

■学习条件：浩气苍冥功50，基本内功50，最大内力350，基本爪法40，云龙爪等级小于两倍浩气苍冥

功等级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30，内力10 

■特殊招式： 

1、凝血神抓(ningxue)， 

■功能：可以抓脱对方武器，或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激发浩气苍冥功，云龙爪150，内力600。 

■说明：set ningxue 1，优先抓人。set ningxue 0，优先抓兵器，没有兵器则抓人。 

■注：可与乾坤伏龙手互备。 

2.7.5 师傅功夫 

关安基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三项技能） 
一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 (literate) 马马虎虎 80 

七项基本功夫 

基本刀法 (blade) 平淡无奇 120 

基本爪法 (claw) 初出茅庐 80 

基本轻功 (dodge) 初出茅庐 80 

基本内功 (force) 初出茅庐 80 

基本手法 (hand) 初出茅庐 80 

基本招架 (parry) 初出茅庐 80 

基本剑法 (sword) 初出茅庐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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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特殊功夫 

□五虎断门刀 (wuhu-duanmendao) 平淡无奇 120 

□零丁飘洋 (lingding-piao) 普普通通 100 

浩气苍冥功 (cangming-gong) 第三重楼 80 

□乾坤伏龙手 (fulong-shou) 初出茅庐 80 

□云龙爪 (yunlong-zhua) 初出茅庐 80 

徐天川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二项技能） 
一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 (literate) 马马虎虎 80 

六项基本功夫 

基本爪法 (claw) 普普通通 100 

基本拳法 (cuff) 已有小成 180 

基本轻功 (dodge) 平淡无奇 120 

基本内功 (force) 平淡无奇 120 

基本手法 (hand) 普普通通 100 

基本招架 (parry) 平淡无奇 120 

五项特殊功夫 

□猴拳 (houquan) 青出于蓝 220 

□零丁飘洋 (lingding-piao) 平淡无奇 120 

□浩气苍冥功 (cangming-gong) 第四重楼 100 

□乾坤伏龙手 (fulong-shou) 普普通通 100 

□云龙爪 (yunlong-zhua) 普普通通 100 

玄真道长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二项技能） 
一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 (literate) 心领神会 150 

六项基本功夫 

基本爪法 (claw) 粗通皮毛 140 

基本轻功 (dodge) 已有小成 180 

基本内功 (force) 已有小成 180 

基本手法 (hand) 粗通皮毛 140 

基本招架 (parry) 已有小成 180 

基本剑法 (sword) 鹤立鸡群 200 

五项特殊功夫 

□碧血丹心剑 (danxin-jian) 鹤立鸡群 200 

□零丁飘洋 (lingding-piao) 已有小成 180 

□浩气苍冥功 (cangming-gong) 第七重楼 180 

□乾坤伏龙手 (fulong-shou) 粗通皮毛 140 

□云龙爪 (yunlong-zhua) 粗通皮毛 140 

马超兴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四项技能） 
一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 (literate) 已有大成 180 

七项基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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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刀法 (blade) 心领神会 250 

基本轻功 (dodge) 心领神会 240 

基本内功 (force) 青出于蓝 220 

基本手法 (hand) 心领神会 240 

基本招架 (parry) 心领神会 240 

基本剑法 (sword) 鹤立鸡群 200 

基本鞭法 (whip) 已有小成 180 

六项特殊功夫 

□五虎断门刀 (wuhu-duanmendao) 心领神会 250 

□九龙鞭 (jiulong-bian) 已有小成 180 

□碧血丹心剑 (danxin-jian) 鹤立鸡群 200 

□零丁飘洋 (lingding-piao) 心领神会 240 

□浩气苍冥功 (cangming-gong) 第八重楼 220 

□乾坤伏龙手 (fulong-shou) 心领神会 240 

陈近南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四项技能） 
一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 (literate) 非同凡响 200 

七项基本功夫 

基本爪法 (claw) 非同凡响 380 

基本轻功 (dodge) 豁然贯通 300 

基本内功 (force) 出神入化 360 

基本手法 (hand) 略有大成 280 

基本招架 (parry) 登峰造极 400 

基本剑法 (sword) 出类拔萃 320 

基本鞭法 (whip) 神乎其技 350 

六项特殊功夫 

□九龙鞭 (jiulong-bian) 神乎其技 350 

□猴拳 (houquan) 略有大成 280 

□碧血丹心剑 (danxin-jian) 出类拔萃 320 

□零丁飘洋 (lingding-piao) 豁然贯通 300 

□浩气苍冥功 (cangming-gong) 十一重楼 360 

□乾坤伏龙手 (fulong-shou) 略有大成 280 

□云龙爪 (yunlong-zhua) 非同凡响 380 

2.7.6 高级攻略 

2.7.6.1 天赋选择  

开始天地会武功设置的是空手busy招，后whuan增加了whip的chan招做busy

招 

 膂力——可以提高攻击，还是高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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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骨——影响修炼、打坐速度，可以高点； 

 悟性——根据发展方向选择，低悟性可以去学互搏，高悟性学习、领

悟相对快点（效果不太明显）； 

 身法——天地会多物理连，新战斗系统下，身法建议高一点，至少20

吧 

 福缘——看发展方向：以萧峰任务为主的话，建议选低些，其他方向

可以高些； 

 灵性、容貌——自己看着办。 

因本人建ID时，Whuan还没加whip的chan，当时感觉做萧峰任务无望，选属

性如下：膂力25 悟性20 根骨25 身法10 福缘30 容貌30 灵性30 因云龙剑的pfm

较弱，建议选能学互搏的属性！！  

2.7.6.2 拜师系列  

可先拜关安基或徐天川，待符合条件后可拜玄贞道长，马超兴，陈近南。  
关安基与徐天川收徒条件：太监不收，佛家不收，道德为负不收，判师两次或以

上不收。  
玄贞道长收徒：太监不收，江湖声望10000，浩气苍冥功60，道德10000，门

忠500。 

马超兴收徒条件：太监不收，江湖声望30000，浩气苍冥功120，道德50000， 

门忠1000。  

陈近南收徒条件：江湖声望50000，浩气苍冥功180，道德50000，门忠1500， 

按陈的要求去杀死鳌拜。  

2.7.6.3 注意事项  

1) 天地会弟子可以向陈近南要3本书，九龙鞭法、丹心剑谱和云龙经，后

两本书有上、下册之分（有门忠限制，读书有悟性要求） 

2) 道德低于-1000会被陈近南、玄贞、马超兴开除，道德低于负10万的别派

玩家遇到这三位也会招致杀身之祸；  

3) 想学猴拳必须拜徐天川学，陈近南没有猴拳功夫；（陈近南已经有猴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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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学习） 

  ask xu about 反清复明，answer 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 但是可能是有bug，你answer完了，

需要移动一下，再回来，才能bai xu  

4) 一旦拜了陈近南就不能拜低等级的师傅了。 

2.7.6.4 功夫系列  

 九龙鞭：秋云锁龙(suo)  功能：使对手busy  要求：当前内力400，有

效鞭法100级；无论中与不中，自身都会busy，时间3s左右； 

 白璧三献（baibi）：连续攻击对手；普通招有几率夺掉对手右手兵器。 

 碧血丹心剑：三才剑（sancai）连续攻击对手，造成巨大伤害；（实际

运用效果不理想，命中不稳定） 

 雨打飞花剑（feihua）有群攻效果，最多三人，推车神技，本人目前

推两匪，大部分情况就是一个feihua就解决两匪，不死再用猴拳鞭子

补刀，非常效率 

 五虎断门刀：「断」字决(duan)连续攻击对手（本来很弱，但现在是门

派大招，需要铜雀台12分，描述写的提高绝招的命中和伤害）； 

 猴拳：破釜沉舟(pofuchenzhou)连续攻击对手，最多可以攻击八拳，一

流的空手功夫； 

 乾坤伏龙手：逆鳞按穴(an)使对手busy，对手busy时间随云龙手等级提

高而增加； 

 云龙爪：凝血神抓(ningxue) 可以抓脱对方武器，或造成巨大伤害；很

牛B的化学 

2.7.6.5 游戏体会  

1) 钓鱼——获得5w经验，潜能若干。 

2) 找书利用各种办法把基本功夫都弄满（读书写字、基本功系列书籍），

同时把内力、精力补到999（不想继续享受发呆福利可以提高到瓶颈）；

让老手办师父到销金库，学技能。（此时可以做门忠，本人就是这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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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做的门忠，个人感觉天地会的门忠非常好做） 

3) .唱戏、红豆答题（最好300k以后做 ）（每全部答对一轮50题有额外奖励，

这时要quit，重新登录再开始答题；若有答错时，立即quit重新登录再开

始答题，如不quit而继续答题，没有额外奖励） 

4) 慕容任务，见面直接猴拳完事。 

5) 胡一刀，本人目前20M，做好触发，碰到盗宝人直接hit jiali max houquan

可以秒掉盗宝人。没死的话可抓对方兵器或者走开等猴拳CD好了，再

来一套。这样快但是耗内力很多。 

6) 韩世忠，本门的物理连招很多，虽然都不咋地但是做韩世忠还是够用了。

sancai 能秒一个 baibi能秒一个 houquan能秒一个，先把白陀 天地会 

灵柩 雪山的秒掉，奸细多的话过去sancai干掉一个赶紧跑开，然后再过

去各种技能丢就行了，有明教最后杀，直接抓死。 

7) 公孙止，没什么好说的也是jiali max猴拳完事 

8) 萧峰，天地会做萧峰不效率，本人做的也少。跟其他门派一样，busy住

慢慢磨。 

9) 推车，16剑起手，推2匪轻松惬意，没打死再猴拳或者鞭子的baibi或者

锁住平砍。3匪应该问题也不大。 

2.8 天龙 

2.8.1 大理介绍 

大理国于五代后晋天福二年建国，大理段氏其先为武威郡人，始祖段俭魏，

佐南诏大蒙国蒙氏为清平官，六传至段思平，官通海节度使，丁酉年得国，称太

祖神圣文武帝。 

大理国僻处南疆，历代皇帝崇奉佛法，虽自建帝号，对大宋一向忍让恭顺，

从来不以兵戎相见。保定帝在位十一年，改元三，曰保定、建安、天佑，四境宁

静，国泰民安。 

段氏历代祖先做皇帝的，往往避位为僧，都是在天龙寺中出家，因此天龙寺

便是大理皇室的家庙，于全国诸寺之中最是尊荣。每位皇帝出家后，子孙逢他生

日，必到寺中朝拜，每朝拜一次，必有供奉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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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天龙寺位于成都西南方向。 

2.8.2 大理段氏人物简介 

天龙寺 

 本观大师（不收徒） 

 本相大师（不收徒） 

 本参大师（不收徒） 

 本尘大师（收徒） 门忠任务找本尘大师接（ask benchen about quest）， 

 本因方丈 （收徒） 新人入天龙拜的师傅 

 枯荣大师 （收徒） 400门忠可以拜枯荣 

 小沙弥 （不收徒） 各大师身旁的小沙弥都可以接新手任务（ask sha mi 

about job） 

无量山谷 

 段誉 现在只要是枯荣大师的弟子，满足条件可以直接跟段誉学武功。 

（悟性40，无判师，道德需超过20000） 

 （天龙弟子工资找段誉先登记，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可以有工资发放。

ask duan about 俸禄） 

 王语嫣 现在只要是枯荣大师的弟子，满足条件可以直接跟王语嫣学武

功。（悟性50，道德需超过40000） 

2.8.3 大理拜师指南 

要入大理，需先拜本因方丈。天龙寺为正派，PK超过10次，叛师超过4次，

道德为负者一率不收。同时经验超过1000者拜入大理增加判师记录一次。天龙寺

不收武功超过一定水准（5000经验）的普通百姓。 

拜了本因方丈后，可向本尘大师要QUEST，以增高师门忠诚度。师门忠诚

度达到400后，可拜枯荣大师。拜枯荣大师，叛师记录不得超过2次（判师不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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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道德需超过10000。 

师门忠成度达到1000后，可以跟段誉学武功，不得有叛师记录，道德需超过

20000，悟性达到40。（ask duan yu about skills） 

师门忠成度达到2000后，可以跟王语嫣学功夫，不得有叛师记录，道德需超

过50000，悟性达到50。（ask wang about skills） 

王语嫣精通武学，天下所有功夫她都了然于胸。但由于王语嫣不喜刀兵，故

其武功大多没有内功支持，并不可学。 

2.8.4 大理武功 

内功 

 枯荣神功（kurong-shengo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10级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自疗 

■使用：exert/yun heal 

■要求：枯荣神功等级20，当前内力50 

2、疗人 

■使用：exert/yun lifeheal 

■要求：永久内力300，当前内力150 

 北冥神功（beiming-shengo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招架(parry) 

■学习条件：天龙寺弟子，基本内功100级，如果不是武学大宗师，需要放弃其他内功（八荒功、小无相

功、易筋经除外），天龙寺或天龙寺出师的弟子，可以通过阅读北冥图谱提高到121级。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吸气 

■使用：exert/yun qisuck 

■功能：吸取临时气血。 

■要求：北冥神功2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10 

2、吸精 

■使用：exert/yun jingsuck 

■功能：吸取临时精神。 

■要求：北冥神功3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10 

3、吸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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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exert/yun nlsuck 

■功能：吸取临时内力。 

■要求：北冥神功4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20 

4、吸永久内力 

■使用：exert/yun maxsuck 

■功能：吸取内力上限。 

■要求：北冥神功8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20 

5、疗伤 

■使用：exert/yun lifeheal 

■功能：给别人疗伤，能救醒晕倒之人。 

■要求：最大内力1000，内力500。 

6、北冥 

■使用：exert/yun beiming 

■功能：战斗中吸对手的内力，并且可以造成对手busy，命中不高 

■要求：北冥神功200级，基本内功200级，最大内力1000，内力500。 

轻功 

 凌波微步（lingbo-weibu）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天龙寺弟子，literate等级大于30 

■练习条件：天龙寺弟子，气大于30，精大于20，耗气，耗精 

■特殊功效： 

1、洛神 

■使用：perform dodge.luoshen 

■功能：大幅增加临时身法，躲避能力，战斗状态下有效。 

■要求：天龙寺弟子，基本内功300，凌波微步150级，最大内力3000，内力200，精力500。 

2、无影 

■使用：perform dodge.escape 

■功能：脱离战斗状态，自动寻找路径逃出当前房间。 

■要求：凌波微步50级 

空手功夫 

 一阳指（yiyangzhi）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finger 

■学习条件：空手，最大内力300 

■练习条件：气大于１00，内力大于40，耗气，耗内力 

■特殊功效： 

1、疗伤 

■使用：perform finger.liao 

■功能：一次性治好伤势，但伤自身精神气血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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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最大内力350，当前内力200，枯荣神功或北冥神功20 

2、拂穴 

■使用：perform finger.fuxue 

■功能：可偷袭，使敌人busy。无论是否命中，敌人均会自动叫杀。 

■要求：有效指法100，内力100，北冥神功或枯荣神功100级。 

 六脉神剑（liumai-shenji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finger、sword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300 

■练习条件：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1、六剑齐发 

■使用：perform finger.qifa 

■功能：打伤敌人气血的上限。 

■要求：六脉神剑等级100，当前内力大于50 

2、六剑齐发（连发六招） 

■使用：perform finger.liumai/perform sword.liumai 

■功能：六招普通攻击连发。 

■要求：六脉神剑等级200，最大内力5000，内力大于六脉神剑等级的一半。 

 飞花逐月（feihua-zhuyue）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finger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10000，王语嫣弟子 

■练习条件：飞花逐月的练习条件很特别，在300级以下，练习条件为：内力2000，气1000，消耗内力

500，气100； 

而在300级之后，练习消耗内力20，气100，当前内力2000。因此建议直接向王语嫣学习到300级之后再

练习。 

■特殊攻击: 

1、飞花逐月 

■使用：perform finger.feihua 

■功能：命中敌人则一招倒地，失败消耗内力2500。 

■要求：飞花逐月有效等级500，北冥神功有效等级500，当前内力大于2500，激发特殊内功为北

冥神功。 

兵器功夫 

 段家剑法（duanjia-ji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staff、sword 

■学习条件：内力100，枯荣神功20 

■练习条件：当前气50，消耗气35 

■殊攻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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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脉神剑（liumai-shenjian） 

■六脉神剑除了可以激发为finger外，亦可激发为sword，详细介绍见上。 

2.8.5 天龙迷题提示 

 六脉神剑剑谱 

虽然这本剑谱并不能使人学会六脉神剑，但却可以提高基本指法等级。如果

你自认天龙寺优秀弟子，去问一问枯荣大师，说不定他会将剑谱给你。 

 琅缳福地 

位于无量后山山谷中， 大理王子「风流浪子」段誉和王语嫣居于此处。江

湖传闻此处可以找到不少好东西，如北冥神功和凌波微步图谱，读之可以提高读

书写字等级的残局以及先贤留下的棋谱等等。从无量后山爬上去，就差不多能找

到了。 

 无量玉壁 

传说无量山中的无量玉壁经常会显现出仙人舞剑，也许去看看对剑法的学习

能有帮助，不过路可不太好走，万一在迷魂阵迷路了一直往东走就能出来了。 

 一灯大师 

位于岳阳桃源，有一处黑沼，瑛姑居于此处。要想找到一灯大师，也许要靠

她帮忙。如果能帮他们了却恩怨，传闻能得到先天悟性和先天根骨的奖励。如果

对他们的事情不是很清楚，去扬州的杂货铺买本旅游指南看看也许会有些帮助。 

2.8.6 高级攻略 

天龙是一个有特色的门派，总的来说有吸内力的北冥，可以perform的dodge

凌波微步，强力连招六脉神剑，疗伤和用于busy的一阳指，一招晕的飞花逐月，

还有一个会不少门派技能的终极master王语嫣，王MM 尽管很多工夫都会， 但

绝大多数都不能学， 参见“碰钉子测试1，2”。  

2.8.6.1 天赋选择 

天龙以物理伤害为主，六脉基本上是南侠最强的物理连，但是由于缺少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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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up，中后期六脉的命中还是比较堪忧的，因此主要靠战斗臂力提升命中，

30臂力必不可少。根骨对北冥的影响：最大内力=内功激发等级*10*（根骨+10）

/20，且最大内力≤内功激发等级*20+先天根骨*200，可以算出再内功激发等级

达到4500级（3000skill等级）时，33根骨达到最大内力的阀值(当然等级越低这个

阀值越高)，综合各种先天成长，初始根骨选择不低于20为佳，根据自身发展目

标适当提高。悟性、身法这个比较难权衡。  

2.8.6.2 天龙迷题 

1) 可以问枯荣大师要六脉神剑剑谱，有门忠要求，可以让天龙的师兄们帮

助要，可以读剑谱升级 基本指法finger到151级 

2) 经过迷魂阵去无量玉壁可以watch剑法到150，可以拿到sword，在迷阵西

边山上，有先天臂力要求 

3) 可以watch 残局长literate，move canju得到呕血谱（需问过李铁嘴并持有

条子） 

4) 从铁索回来可以长2000小点轻功（用guo命令，有dodge要求）（补充：

也可能是身法，有人说80-100都有掉下去的，低于80非常可能过不去。 

5) 一灯的task长2悟性＋1根骨（参考其他文章） 

6) 无量山有各种花和野果，花可以使用water命令来浇水（不浇水，鲜花会

干，门忠物品之一，要经常浇水water flower），使用fix命令包好，花还

可以wear（带起来） 

7) 在玉像磕头可以得到beiming-shengong图谱，连续ketou就能拿到，磕头

超过40次后要走动一下，以免晕倒。(磕头200次的，过一段时间再来吧，

已经被拿了，一般50次内就差不多） 

8) 无量山，爬山的要求： 上山要有基本dodge 80，下来要100基本dodge 。  

2.8.6.3 功夫说明 

 北冥神功 

学习要求： 基本内力100级，悟性30. 可以读书 北冥神功图谱 到121级。  

最大内力=内功激发等级*10*（根骨+10）/20，且最大内力≤内功激发等级

*20+先天根骨*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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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除了枯荣、易筋经和灵鹫内功的其他内功不能修炼学习. 吸内力的速度和

北冥的等级有关， 等级低的时候(<400)会很慢， 后来越来越快， 因为自身内

力上限提升的越来越慢了， 吸内力方法再次强调一下， bei none;enable dodge 

none;fight gu jia;然后去降exp(通过放弃岳不群华山送信，mr和hyd等方式)， 然后

回来，hit gu jia;一定不要enable force none ，不然吸不了.  

 一阳指 

perform finger.fuxue命中还不错，skill判定，叫杀，持续时间较短。比较难练， 

而六脉神剑又不能高于一阳指10级以上否则不能练习，所以前期可以用英雄剑代

替六脉神剑，等到新手车完毕内功内力full满后再补其他功夫。  

另一个perform finger.liao 可以用来治疗，效果很好，但疗伤同时自身有损害，

在自身气血或精神极低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真死。另外不能自己疗自己。  

 六脉神剑 

pfm liumai 是个超级加强攻击版但普通命中的连招 用finger加力来发liumai

目前伤害很高， 用sword 发，比finger 加力威力较弱很多，比finger不加力稍强

(pfm liumai 对dmg属性不是很敏感，可能我没有好剑的原因) pfm qifa 目前经过

加强，提高了伤害，但是也加了cd，命中没有明显提升（按sg说同exp75%命中，

实战中可能npc exp高，因此命中远达不到），而cd的提升带来问题，齐发pfm当

中会夹杂普攻，遭到反弹，总得来说明教对天龙来说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在一

定情况下也可以用liumai和明教硬拼，具体还要看id强度和任务种类。  

 凌波微步 

洛神buff再轻功当中应该是十分强大的，但是经过优化，当前的洛神buff时

间只有20多秒，且使用时有busy，因此在实用性上是有所下降的。 escape 在逃

跑的时候有很大几率跑不开， 并且自己busy，所以在以命相搏的时候并不好

用.hyd的时候别用了，即使跑开了，也太耽误时间了，效率不高.  

 

 飞花逐月 

一招晕功夫， exp判断，命中2/3， 很好很强大， 但不中后耗费内力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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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力过1.5W后，做task会逐渐轻松起来. 做task必需的工夫（6秒cd，2秒busy）.

当对exp较高的目标使用时，命中很差，远达不到2/3，但在漂流、爬塔当中命中

还是不错的。  

其他门牌的功夫 

比如tiyun zong，没内功的不能发pfm(呵呵，别想美事儿了)， 当然， 如果

是那啥过来的，当然可以发了。同理，还有不少功夫也就都能发pfm了，这个问

题不好多谈， 点到为止~~~  

2.8.6.4 任务指南 

 护镖 

有了凌波微步的辅助，对方的普通攻击命中会低不少， 但是如果被匪徒busy

了， 还是相当麻烦， 因为天龙无不叫杀busy功夫，所以纯天龙做起来不是很顺

利.特别是后期匪徒多的时候，更是不能做了.  

 TASK 

激发dodge none，parry none，空手，bei finger， 用飞花逐月， 两下搞定，

唯一不足就是飞花不中很消耗内力，需带人参.full 内力  

 护送 

根据天龙本门派的技能特点，飞花特别适合做task，一阳指作为busy命中不

错，只是有叫杀，六脉神剑是用于护送的强力连招。如果想要成为全能的任务id，

可以考虑从别的门派学好busy、伤害增强等技能出师到天龙，或者偷师以上技能

在天龙做萧峰。  

 萧峰 

无论是杀、擒、劝、胜、都希望以空手，记得是空手！fight shashou；洛神

开头，洛神可以大幅度提高身法，杀手的攻击很不容易命中，大幅度提高了生存

几率。洛神过后，自身稍微有点busy，在0.1-0.4秒左右，基本不影响xf任务。 然

后就是拂穴，一阳指必须full，一阳指的busy时间长短，命中都是看的技能等级。 

——先要做好alias，我是  

F3=bei none;jifa finger yiyangzhi;bei yiyangzhi;拂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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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bei none;jifa finger feihua-zhuyue;bei feihua-zhuyue;飞花   

F4=bei none;jifa finger liumai-shenjian;bei liumai-shenjian;指头的六脉   

fs=fight shashou;luoshen   

一阳指有不中的时候，fs以后按F3，点不中就边回车吸气，边F3，这样不容

易死， 峨眉、丐帮、武当、这3个门派的busy比较强悍，所以用了洛神以后即使

是被busy了，3个门派对你的普通攻击几乎可以无视，太极拳命中低，挺得住，

丐帮的降龙打中的几率可以说低得5%都不到，反正我做xf是只中过一次降龙，

还是没有用洛神的情况下。点中了就是正题了~~~~~  

杀：直接掏剑六脉，收剑，没有什么考虑，如果遇到明教按F2，杀手中了飞

花也有可能不倒下，所以要有耐心，内力不够了要跑。 

擒：别掏剑六脉啊，剑六脉威力大，很容易打死杀手，用F4，，指头的六脉，

这个是不会打死的，打晕了就OK了。 

劝：点中了就用空手，一点一点的打，打到红血，就要halt;quan，他不服劝，

继续劝，直到一阳指busy结束，如果杀手没有跑，拂穴了又开始打。 

杀手跑了，追上去，给他疗伤吧，疗好了继续，不用买药，贵。红血的概念，

多打几次就应该知道。如果杀手出现受伤很重跑开了，追上去劝，一样能成功。 

胜：点中了就用空手，一点一点的打，打中一下ask shashou about 认输， 

这里要做几个个触发，遇到杀手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随时都可能摔倒晕去，

就要halt（这种是死不认输的），然后跑开，等一阳指busy结束，战斗就结束了。 

跑开目的是避免很多杀手不服也继续打，为了保证杀手不被打死，多打几次

就好了。杀手说不服也要halt，跑开， 

杀手认输了，说道：「算了，我认输啦，算你狠！」任然要halt，很多时候没

有互搏都会多出一招打死。 

杀和擒也可以用hit开头，劝和胜如果杀手不和你打，也没有内伤，可能是气

血没有回复满，或者内力没有了。气血可以等10秒左右，内力可买个人参丢给他。 

其实天龙做xf最郁闷的就是遇到明教的劝和胜，如果耐心不好的人可以直接放弃，

耐心好的，可以点了只后用北冥一直抽他的内力，多抽几下，杀手的挪移就失灵

了，嘿嘿。这里要做个alias beinone 天龙的一阳指叫杀，做xf点不中，被杀手打

晕，必然被杀手弄死（我是死习惯了），属正常现象，淡定，淡定。但是也有一

个好处，你晕了，绝对是被杀手杀死的，不会被其他npc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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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剑六脉的时候一定要拔出剑，六脉了收剑，不然武器被夺了就很麻烦。 

杀手可能出现比你高很多功夫的时候，点中了一阳指普通攻击打不到，这个

时候要用指六脉，指六脉打的伤害都不红血，就剑六脉，一般来说杀手还是能挺

住的。 劝和胜如果出现了杀手的名字，任务就失败了。 暂时只想到这么多，希

望有什么不对的，老BT指出，我也跟着学学，让新手更容易上手，把xf这个好玩

的任务光大。。。。。 ''  

 hyd 

天龙3M后做hyd要点， chainless特技最好要有，搜魂最好要有，healthy不用

也可以. 不然死一次很难看. sword， 6m skill 一定一定要full， 拿两把好武器(这

个必须的，2o 180+的武器再镶俩完美应该不难达到)，dodge ， lingbo-weibu 要

full， 内力越高越好， 当前内力大小影响6m伤害. 如果吸到上限(不是内力上限， 

应该在内力上限1.7~2.5倍之间)，levelup要满， 保证自身气血越高越好，不要考

虑dbr气血太高不好打. 并且要学公共内功，推荐jiuyin， 后期推荐yjj， 越高越

好， 一定要有powerup， 没powerup的6m是不能混的，攻击力再高， 命中也几

乎为10%–20%  

平时一直保持在powerup状态， 和dbr见面后，hit dbr， pfm luoshen， busy

时间不定， 0 到1.3S左右(有的玩家说，上来可以直接6m，我个人不推荐， 因

为对方的meiren还是有可能打到你的，luoshen后可以保证万无一失)，然后pfm 6m， 

这个时候如果dbr认输了(基本90%是这种情况)， 战斗就自动停下来了， 然后再

hit dbr， pfm 6m， 2次full skill的6m， dbr 可以轻松解决. 如果第一次6m， 没

认输， 用chainless来解，如果解开了， 就继续发6m，如果没解开，6m的间隔

时间很短， 自己要反复实验，尽量使自己刚解开busy，马上发第二次6m.因为在

自身busy的时候，dbr是不能busy你的， 你如果被busy， 很大程度上说明，你的

机器人作的很粗糙. 应该再精细些.如果期间被弄瞎眼了， 一般按6m和chainless

就可以了， 耐心等待， 倒下的90%是对手. 所有的发招都必须是用右手小键盘

的宏键来发， 手敲命令是万万用不得的.以前有帖子说的用jinshe工夫来做， 下

掉对方兵器等很不可取，不要再那样做了. 

另外的技巧是， 可以把6m练到高于自身exp支持的范围，这个在前期很有

效， 在做任务的间隔的时候，最好是dazuo， 把当前内力提到比较高的水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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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迅速搞定对手. 在40M以后，dbr会变得越来越疯狂， 所以天龙id，应该尽

早出师， 寻求更加可靠， 安全，快速的任务方式.  

2.8.6.5 其它 

2.8.6.5.1 北冥吸收最大内力上限 基本流程 

到归云庄外西边，向北有个蛇窟附近（天龙门中杀蛇，战胜蛇的地方），梅

超风和陈玄风所在的山洞。有 “骨架(Gu Jia)“  

1) bei none;jifa parry none;jifa dodge none;fight gu jia;（fight时，骨架 复制

你的自身武功) 

2) 然后去降exp(通过放弃岳不群华山送信，mr和hyd等方式) (北冥只能吸比

自己高的人） 

3) 然后回来，jifa force beiming-shengong;jifa parry;jifa dodge;（弄好所有的

技能） 

4) hit gu jia;  (hit的情况，骨架不会复制你的属性） 

5) 这时候可以 yun maxsuck jia; (开始timer挂吧，最大内力很快的）， 

6) 骨架体力不支的时候可以yun lifeheal jia; 

7) 不能用的话用 一阳指 perform finger.liao jia; 

  * 不要bei，不要武器，别把Gu Jia 打死了 

 *** 你可以把骨架先打晕用hit 打晕了，然后背到你喜欢的地方，然后以

上步骤。 

2.8.6.5.2 大理承光壁 

大理承光壁climb wall可同时提升基本内功（force），基本轻功（dodge）和

基本指法（finger）至100级。  

在大理王府里面。速度上都比较慢，关键在于climb wall 1，可能是涨finger，

dodge，也可能是force。所以效率不太高。不过这三个就是天龙需要的。  

同时可以dazuo tuna， 带上吃的，可以挂一挂。就是效率很低。而且将来和

其他的书本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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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内功+招架 --> 射雕 

 基本指法     --> 六脉神剑剑谱 

 基本轻功     --> 跳楼更好 不过初期，可以升以下，就可以进出无量后山。 

2.8.6.6 结束语 

总之，天龙尽管看起来很强大，但是纯天龙纯新手的按照现在的环境练起来

很麻烦， 不建议新手来. 天龙是个好门牌~~就看会不会玩~~~嘿嘿!最大最大的

亮点就在于很多功夫， 能看不能摸， 或者能看能摸不能用， 或者能看能摸没

准还能用!!!~~ 

2.8.7 新手任务 

2.8.7.1 阶段一 

ask sha mi about job 
你向沙弥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沙弥说道：「你刚入本门，一切还不熟悉，应该尽快习惯天龙寺的生活。」 

沙弥说道：「这几点，我必须和你说清楚。」 

沙弥告诉你：凌晨的早课在三元宫举行，你跟着大家念(nian)经就好了。 

早晨新弟子必须去钟楼敲(knock)钟，到了晌午，你要去厨房帮厨(bangchu)， 

正午时分别忘了在雨花院打坐(dazuo)，到了下午，要从山脚挑(tiao)一担水到后院， 

记得早一点时间去后院拿水桶，傍晚又要帮厨(bangchu)了，晚上在睡房睡(sleep)好了。这就是天龙弟

子的一天。 

注意使用time 查看是否是任务要求时间，时间不对的话做了任务还得重做。 

2.8.7.1.1 任务1 

凌晨的早课在三元宫举行，你跟着大家念(nian)经就好了。 

time 

现在现实中的时间是北京时间 Wed Aug  3 14:12:44 2011（辛卯年八月三日未时五刻）。 

北大侠客行现在大约是凌晨时分。 

。 

三元宫 -  

    三元宫是天龙寺正殿，本因方丈平时就在此处收徒授课。殿内 

虽有不少天龙弟子在此，却一点也没有喧哗之声。 

    「盛夏」: 东方的天空飘着灰蒙蒙的云层。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south 和 north。 

    天龙寺第三代弟子 指头飞(Fingerfly) 

    二位天龙寺小沙弥 沙弥(Sha mi) 

    天龙寺本因方丈 本因方丈(Benyin fangzhang) 

    天龙寺留言簿(Board) [ 19 张留言，19 张未读 ] 

> nian 

南侠wiki  第364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你开始跟着众僧念起了金刚经。 

>  
你跟着众僧念道：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指头飞和众僧结束了早课。 

指头飞开始跟着众僧念起了金刚经。 

指头飞跟着众僧念道：“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 

你跟着众僧念道：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不？” 

你和众僧结束了早课(任务完成）、 

2.8.7.1.2 任务2 

早晨新弟子必须去钟楼敲(knock)钟， 

time 

现在现实中的时间是北京时间 Wed Aug  3 13:52:25 2011（辛卯年八月三日未时四刻）。 

北大侠客行现在大约是早晨时分。 

 
                       钟楼二层              

                             〓      

                            钟楼                

钟楼二层 -  

    这里是天龙寺的钟楼二楼，一口巨钟(bell)就在你面前，你可以敲响(knock) 

它。 

    你可以看看(look):bell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down。 

    黄铜大钟(Da zhong) 

> TICK IN 0 SECONDS. 

> knock bell 

你敲响了黄铜大钟。（任务完成） 

2.8.7.1.3 任务3 

到了晌午，你要去厨房帮厨(bangchu)， 

time 

现在现实中的时间是北京时间 Wed Aug  3 15:06:08 2011（辛卯年八月三日申时一刻）。 

北大侠客行现在大约是晌午时分。 

                                

                 雨花院-----饭厅                

                                     

                                                

饭厅 -  

    这里是招待客人的饭厅，桌子上有一些素菜，要是饿了就坐下来吃点吧？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west。 

    十四个清水葫芦(Qingshui hulu) 

    麻辣豆腐(Mala doufu) 

    珊瑚白菜(Shanhu bai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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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拳(Sun quan) 

> bangchu 
你卷起袖子，开始在厨房帮忙。 

> bangchu 
你正忙着呢。 

> bangchu 
你正忙着呢。 

>  

你擦擦手，厨房的杂务全做完了。（任务完成） 

2.8.7.1.4 任务4 

正午时分别忘了在雨花院打坐(dazuo)（注意学习点内功和高级内功，jifa后好打坐） 

现在现实中的时间是北京时间 Wed Aug  3 13:59:33 2011（辛卯年八月三日未时四刻）。 

北大侠客行现在大约是正午时分。 

雨花院 -  

    相传当年佛祖降临天龙寺传法时，漫天遍洒雨花石。后人以石建  

院，即成此间玉花院。院中常年檀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 

    「盛夏」: 雷鸣电闪，狂风骤雨无情地抽打着大地。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south、east、north 和 west。 

    江湖破烂王 毫毛(Hao mao) 

    天龙寺第三代弟子 指头飞(Fingerfly) 

    二位天龙寺小沙弥 沙弥(Sha mi) 

    天龙寺本相大师 本相大师(Benxiang dashi) 

> dazuo 10 

你坐下来运气用功，一股内息开始在体内流动。（任务完成） 

2.8.7.1.5 任务5  

记得先去后院拿水桶，到了下午，要从山脚挑(tiao)一担水到后院， 

time 

现在现实中的时间是北京时间 Wed Aug  3 14:02:41 2011（辛卯年八月三日未时五刻）。 

北大侠客行现在大约是下午时分。 

 
你捡起一个樟木桶。 

                                                

                                     
                            后院                

                             ｜      

                            长廊                

后院 -  

    这里是天龙寺的后院，天干木燥的季节，这里堆放了许多大水缸(gang)，以 

备走水。 

    「盛夏」: 雷鸣电闪，狂风骤雨无情地抽打着大地。 

    你可以看看(look):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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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        ／ 

                 瑞鹤门←天龙寺山脚             

                                     

                                                

天龙寺山脚 -  

    天龙寺背负苍山，面临洱水，极占形胜。寺有三塔，建于唐初，大 

者高二百余尺，十六级，塔顶有铁铸记云：“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相传天龙寺 

有五宝，三塔为五宝之首 

    「盛夏」: 乌云压日，一场暴雨就要来了。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east、westup 和 northwest。 

    大清铁帽子王 肃亲王 逆天(Antisky) 

>  

 

tiao 
你打下了满满一桶水。 

 
                           后院                

                             ｜      

                            长廊                

后院 -  

    这里是天龙寺的后院，天干木燥的季节，这里堆放了许多大水缸(gang)，以 

备走水。 

    「盛夏」: 雷鸣电闪，狂风骤雨无情地抽打着大地。 

    你可以看看(look):gang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  

guan 

你把桶里的水都倒进了水缸里。（任务完成） 

2.8.7.1.6 任务6 

现在现实中的时间是北京时间 Wed Aug  3 14:56:39 2011（辛卯年八月三日未时八刻）。 

北大侠客行现在大约是午夜时分。 

晚上在睡房睡(sleep)好了。 

                            睡房                

                             ∨      

                            长廊                

睡房 -  

    这里是天龙寺寺内弟子休息的地方。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out。 

>  

> sleep 

你往床上一躺，开始睡觉。（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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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你就进入了梦乡。 

>  
你一觉醒来，精神抖擞地活动了几下手脚。 

 

睡觉后，out ，任务完成。 

你被奖励了： 

        九百十九点经验； 

        一千一百八十点潜能； 

        一百四十三点江湖声望。 

你已经通过天龙入门任务获得了九百十九点经验。 

规律生活中，你的内功和实战经验都获得了进步。 

你的『基本内功』进步了！ 

你的『枯荣禅功』进步了n 

如果提示 

作为一名天龙入门弟子，规律的生活是必要的。 

你做过早课了吗？ 

证明你早课没按时间内完成 需要按时间完成早课后，重复任务6（不需要在按任务6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2.8.7.2 阶段二 

2.8.7.2.1 任务1 

> ask sha mi about job 
你向沙弥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沙弥说道：「颜剑前些日子在我寺捐了很多香火钱，你到成都青石官道把这本佛经送(song)给他吧。」 

西门 

    居士 颜剑(Yan jian) 

    武将(Wu jiang) 

    二位官兵(Guan bing)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east 和 west。 

> song yan jian 
你恭恭敬敬地把一卷佛经送给了颜剑。 

你被奖励了： 

        三十六点经验； 

        十点潜能； 

        四点江湖声望。 

你已经通过天龙入门任务获得了八十三点经验。 

>  

2.8.7.2.2 任务2 

ask sha mi about job 
你向沙弥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沙弥说道：「近年来道路变化极大，很多人都难辨方向，你去天龙寺山脚看看有没有人迷路了，有的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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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帮他们把。」 

 
               山间小路              大道       

                        ＼        ／ 

                 瑞鹤门←天龙寺山脚             

                                     

                                                

天龙寺山脚 -  

    天龙寺背负苍山，面临洱水，极占形胜。寺有三塔，建于唐初，大 

者高二百余尺，十六级，塔顶有铁铸记云：“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相传天龙寺 

有五宝，三塔为五宝之首 

    「盛夏」: 东方的天空飘着灰蒙蒙的云层。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east、westup 和 northwest。 

ne 
要你来这里帮助别人，一个人都没出现，你就要走吗？（人来之前你是不能移动的） 

穆庆浑慌慌张张地走了过来，似乎迷了路。 

穆庆浑看着你，似乎想问什么，但又欲言又止。 

l 
               山间小路              大道       

                        ＼        ／ 

                 瑞鹤门←天龙寺山脚             

                                     

                                                

天龙寺山脚 -  

    天龙寺背负苍山，面临洱水，极占形胜。寺有三塔，建于唐初，大 

者高二百余尺，十六级，塔顶有铁铸记云：“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相传天龙寺 

有五宝，三塔为五宝之首 

    「盛夏」: 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east、westup 和 northwest。 

    路人 穆庆浑(Mu qinghun) 

> ask mu about 带路 

你向穆庆浑打听有关『带路』的消息。 

只听「扑通」一声，穆庆浑四脚朝天，向后便倒。 

穆庆浑说道：「山大王饶命啊！」 

穆庆浑暗想，连地方都不问就要带我走，一定是强贼了！ 

                                                

天龙寺山脚 -  

    天龙寺背负苍山，面临洱水，极占形胜。寺有三塔，建于唐初，大 

者高二百余尺，十六级，塔顶有铁铸记云：“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相传天龙寺 

有五宝，三塔为五宝之首 

    「盛夏」: 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east、westup 和 northwest。 

    路人 穆庆浑(Mu qinghun) 

> ask mu about 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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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穆庆浑打听有关『迷路』的消息。 

穆庆浑说道：「是啊，我本要去山间小路，结果迷路，不知道你能不能带我去？」 

ask mu about lead 

你向穆庆浑打听有关『lead』的消息。 

穆庆浑决定开始跟随你一起行动。 

> nw 
                           万劫谷               

                             ｜      

                          山间小路              

                                  ＼ 

                                     天龙寺山脚 

山间小路 

    金环蛇(Jin she)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southeast、northup 和 north。 

穆庆浑对着你拼命地鼓掌，嘴里不停地喝采，好小子！干得好！ 

穆庆浑说道：「太感谢啦！」 

穆庆浑找到了要去的地方，高兴地离开了。 

你被奖励了： 

        三十七点经验； 

        七点潜能； 

        四点江湖声望。 

        二点精力。 

你已经通过天龙入门任务获得了一百二十点经验。 

2.8.7.2.3 任务3 

ask sha mi about job 
你向沙弥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沙弥说道：「孙飞顺家里很有钱，你到大理城贵宾房向他化缘(huayuan)重塑佛祖金身吧。」 

粕? 

    孙飞顺(Sun feishun) 

     

huayuan 
你向孙飞顺叙说天龙寺里需要大笔金钱重塑佛祖金身的事。 

孙飞顺说道：「这年头，骗子不少啊。」 

孙飞顺往东离开。 

注意npc会随机走动 及时跟上一般就在1-2步之内找找 

> e 
你的动作还没有完成，不能移动。 

> e 
                            小亭                

                             ｜      

                   楼梯-----大厅                

                             ∨      

                         五华楼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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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 

    缙绅 孙飞顺(Sun feishun) 

    二位侍者(Shi zhe)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out、north 和 west。 

> huayuan sun 
你向孙飞顺叙说天龙寺里需要大笔金钱重塑佛祖金身的事。 

孙飞顺道：你说的对，我老人家应该慷慨解囊了。 

孙飞顺说道：「我这就回去解一笔款子去天龙寺。」 

孙飞顺转身离开了。 

>  
劝人向善成功，你心里也挺美的。 

你被奖励了： 

        二十八点经验； 

        十点潜能； 

        四点江湖声望。 

        三点精力。 

你已经通过天龙入门任务获得了一百四十八点经验。 

2.9 武当 

2.9.1 武当派简介 

武当派是传统的名门正派，在侠客行里也是从开派以来一直扮演着正派角色。

上至开山祖师张三丰，名下弟子武当七侠，乃至入门师傅谷虚道长，对弟子的道

德要求都非常严格。武当派弟子通过学习道学心法(taoism)和太极神功，达到修

身养性的目的，因此气血比其他门派要多很多。初入武当可先拜谷虚道长为师。 

武当在襄阳西南方向。也可走暗道，到武当的路径参看(help map-wudang)，

从扬州中央广场：enter shudong;say 天堂有路你不走呀 ;d;5;#2 sw;out;nd;#2 

w;wu;#3 nu;w;#2 nu;#2 eu;#2 nu 

从张翠山处到张三丰处：w;sw;s;se;e;ne;n;nw;sw;s;e;open door;n 

2.9.2 武当派人物介绍 

 「邋遢真人」张三丰(Zhang sanfeng) ：武当派开山祖师 

 「武当首侠」宋远桥(Song yuanqiao) 

 「武当二侠」俞莲舟(Yu lianzhou) 

 「武当三侠」俞岱岩(Yu dai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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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当四侠」张松溪(Zhang songxi) 

 「武当五侠」张翠山(Zhang cuishan) 

 「武当六侠」殷梨亭(Yin liting) 

 谷虚道长(Guxu daozhang)：俞莲舟的弟子，入门可拜的师傅 

 冲虚道长（Chongxu daozhang): 武当新手任务发布人 

2.9.3 武当派武功介绍 

 道学心法(taoism) 

■知识类技能，配合太极神功可以增加自己的气 

■学习要求：道德不能为负，太监只能学到40，佛家不能学，有化功大法也不能学 

 太极神功(taiji-shen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10，佛家不能学，太监只能学到50级，学习太极神功需要(level)^3/80 的道德支

持，道德五百万以上则不再限制 

■练习条件：不能练 

■特殊功能： 

1、自疗 exert/yun heal exert/yun inspire要求：太极神功20级，内力50 

2、加力 exert/yun powerup 要求：太极神功40级，内力100，taoism 400级以上达到1/3的效果。 

3、太极 exert/yun taiji 功能：战斗中运用太极神功护体，当气血上限受伤一定后自动疗伤。 

■要求：太极神功180级，道学心法180级，基本内功180级，激发拳法为太极拳。最大内力不低于

2500，当前内力不低于500. 

 梯云纵(tiyunzong)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40，耗气30 

■特殊招式： 

1、梯云纵(zong) perform dodge.zong 

■功能：提高身法和有效轻功。 

■要求：梯云纵120级，太极神功120级，基本轻功120级，身法20，内力400。 

 太极拳(taiji-quan) 

■可激发为parry；cuff 

■学习条件：太极神功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20，耗气25，内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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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招式： 

1、「震」字诀(zhen) perform cuff.zhen 

■功能：震伤敌人气血上限。 

■要求：太极拳30级，太极神功30级，当前内力大于100。 

2、太极刚柔(gangrou) perform cuff.gangrou 

■功能：太极亦刚亦柔，柔到及至却至刚。打伤对方气血或者气血上限。 

■要求：太极解密前必须exert/yun taiji自保，太极解密后不需要。另外需要太极拳大于180级，激

发招架为太极拳。 

■彼此福缘对运用柔招有较大影响，有叛师记录无法运用柔招伤敌。太极拳500级以上，伤害会提升。 

太极爪和太极拳可以互备 

 太极爪(taiji-zhao) 

■可激发为parry；claw 

■学习条件：太极神功20，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100，内力100，耗气30，内力25 

■特殊招式： 

1、无影爪(wuying) perform claw.wuying 

■功能：打伤气血上限，当前气血伤害极大。 

■要求：太极爪300级，当前内力大于3000，耗内力根据情况不同会不同表现，对方最大气血须大

于1500，且战斗经验不能低于自己的1/5。无影爪，能对对方当前气血和气血上限造成比较大的伤害，加

力对伤害影响比较明显，伤害与自身受伤程度有关，受重伤时伤害非常显著。释放要求太极爪300级，当

前内力大于3000，消耗的内力与伤害有关。该招为化学perform，明教乾坤大挪移对此招无用。 

 太极剑(taiji-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太极神功20，最大内力100，等级不能高于太极拳 

■练习条件：气50，耗气30 

■特殊招式： 

1、缠字诀(chan) perform sword.chan 

■功能：使敌人长时间busy，内功高时可使得对手兵器跌落，武当的重要武功，行走江湖就靠它了  

■要求：太极剑法40，太极神功40，威力随叛师次数递减。 

2、连字诀(lian) perform sword.lian 

■功能：连招普通攻击  

■要求：内力400，太极剑法50，太极神功60 

3、随字诀(sui) perform sword.sui 

■功能：降低攻击，增强闪躲和防御。 

■要求：内力400，太极剑法40级，太极神功40。 

4、天地同寿(tongshou) perform sword.tongshou 

■功能：同归于尽的打法，拿剑时才能真正发挥威力，使用后自己死亡，对方则不死也会重伤。太极

剑法100级以上可找殷梨亭学天地同寿。慎用！ 

5、三环套月(sanhuan) perform sword.sanhuan 

■功能：连续攻击三招。  

■要求：最大内力1500，当前内力500，太极剑法120级，太极神功120，激发内功为太极神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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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解密后，攻击及描述略有不同。 

6、绕指 自动特殊攻击。需要太极解密。 

7、太极剑和玄虚刀法可以互备 

 玄虚刀法(xuanxu-dao) 

■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太极神功20，最大内力100，等级不能高于太极拳 

■练习条件：气50，耗气30 

■特殊招式：无 

■太极剑和玄虚刀法可以互备 

 沾衣十八跌 (zhanyi-18die) 

沾衣十八跌作为特殊parry，增加6%的招架成功率 

沾衣十八跌可以在张三丰请教到500级，需要500级太极神功和500级太极拳，前500级需要消耗门忠大约

1~2万 

500级以后可以在复真观可以一直研习，需要500级沾衣十八跌，800级太极神功，800级太极拳 

沾衣十八跌是被动技能，支持parry，enable就会产生效果 

只能是纯门派弟子使用，出师后无法再使用 

说实话，这武功就是一个坑而已，不练也罢。 

2.9.4 注意事项 

2.9.4.1 收徒条件 

 谷虚道长：不收和尚与尼姑，负道德不收 

 武当六侠：10k道德。其中张松溪不收徒 

 张三丰： 太极神功50，道德50k，悟性30 还有一定次数的武当新手任

务要求 

2.9.4.2 开除条件 

武当对道德要求极其严格，如果道德小于一定值，会被开除。 

 谷虚道长：小于-100。 

 武当七侠：小于1000。 

 张三丰： 小于5000。 

2.9.4.3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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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门派任务 ask 张松溪 about quest，非门忠任务在俞莲舟处输入quest。门

忠500以下时如果要下山，需要 ask 宋远桥 about 下山。 

新手任务找武当广场上的冲虚道长，新手任务加门忠，拜高级师傅必须做新

手任务。 

道学心法增长可以在静修阁悟道，要求道学心法120，精气全满，悟道一次

增长的点数为道学心法等级及先天悟性有关。 

ask 宋远桥 about 秘籍，可得太极十三式，能够读force到31级。 

复真观二层可以拿到道德经「上卷」读taoism到51级 

ask 谷虚道长 about 道德经 道德经「下卷」，可读taoism到101级。 

拿宋青书的佩剑给宋远桥，可以加5000点道德。 

在龟泉drink可到 450 饮水。 

武当广场ed可以去桃源，这是个烂尾工程。 

天柱峰顶有秘密哦，爬上去也不容易。 

2.9.5 武当成长路线 

起点天赋：建议30 17 18 15 ，理由：武当攻击偏弱，需要高臂力加强攻击，

悟性跟悟道等级和速度相关，但可以通过开始跑地图增加悟性，根骨是最重要的

属性之一，身法对挨pfm有影响，但谁叫咱武当气长，挨得起，就给15点吧 

直接拜师，做新手任务，拜高级师傅必须的，这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侠

客任务有点功夫再去 

exp过了3年，年纪过了15岁，开始穿插着做慕容了 

过了1M，开始full武功，就可以开始做护镖+韩员外+慕容+萧半和了，也可

以在保卫的时候去dig一下，爬个塔也是不错的 

过了8M，可以选择成长路线了，萧峰+胡一刀是不错的选择，其中穿插一下

保卫，爬塔 

50M过劫难不是很保险，chan的命中有点不够，60M再去吧，应该没问题，

如果前面有萧峰任务的经验，过劫难不要太轻松 

过了劫难要不要出师看自己，如果任务气血还不是很够，那就去悟道吧，出

师选择一般要么去全真（弄BUFF和一招晕），要么去天龙（为了一招晕和强力pfm

（六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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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新手道德获取: 

 初期去岳飞墓凭吊，凭吊一次加200，一会就有1w多了。 

 杀宋青书拿他的佩剑给宋远桥。初期打不过的时候可以先fight/hit他，

用太极拳震慢慢磨血，一次5000。 

 做新手任务中的侠客任务时（崔老汉让你杀土匪头拿银镯子）（大概需

要4w-5w经验左右吧），可以在树林迷宫中杀土匪。一个土匪大概1000

道德100声望左右。只要你在树林里不停的走，土匪就会刷新，可以不

停的杀，道德和声望涨的很快，不过现在修改了在树林呆的时间，时

间一长就会被抓到牢里再放出来，麻烦是麻烦点，但是增加道德最快

的方法，武当一般都要去学岳家枪（岳家枪拿法请见其他wiki），所以

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记得去岳王墓问一下包不同，免得后期道德过

了500万清零再去补就痛苦多了，侠客任务可是真死哦。 

2.9.6 新手任务 

除了常规的潜能和经验奖励外，冲虚道长还会给以下奖励： 

 各种随机装备。武器级别从沉水到追日，盔甲级别从机杼到巨灵，饰

品级别从恶来到帝江。 

 游侠宝剑（80silver），伏魔刀，冰魄杖（80silver），烈火鞭，玉箫。 

 雪参玉蟾丹，天山雪莲，千年人参，千年火龙丹，九转熊胆丸，菩提

子，女娲石。 

 各种地山水宝石。 

 黄金（一两），金叶（80silver）。 

 门忠一~五点。 

2.9.6.1 采气 

从武当广场一直向北，走过后门、密林来到天柱峰下，输入指令caiqi，等待

片刻。完成任务后会有提示。 

南侠wiki  第376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每天只有子午两个时辰可以采气，错过了时间段，就只能等几个时辰或者是

放弃任务。用time可以看到游戏中时间. 

采气会有几点精力或内力最大值的奖励，也会增加道学心法(taoism)点数。

(据说只有在山脚下caiqi才有最大值奖励。 

从后门到天柱峰下的路径是一个随机变换的小迷宫。迷宫中固定有三处密林，

一处通往后门，一处通往天柱峰下，一处通往其它岔路。只要一直顺着密林走，

就可以到达天柱峰下。 

没有采气任务时，也可以在子午时辰采气，效果相同，只是没有任务奖励。 

天柱峰可以爬，climb stiff。爬到峰顶以后，有机会看到异常天象，增加经验

值和潜能。但是需要一定的轻功(dodge)才能爬上去，否则会摔晕。 

从天柱峰下向西，#3 wd;sd;ed;sd;#2 ed，可以绕开宋远桥偷偷下山。 

2.9.6.2 阵法 

武当广场周围有六个小校场(nw，w，sw，ne，e，se)，去任意一个小校场，

输入指令zhenfa，即可看到开始演练阵法的提示。 注意看阵法教习的命令，一

开始他会安排每个人的位置，用zouwei 金(或木、水、火、土)指令走到指定的位

置。 接下来，阵法教习会命令变换阵型，按“正五行”（或“反五行”）走一步，

用zouwei 水(或木、金、火、土)指令走到指定的位置。 两次变换阵型以后，教

习会把规则改成“反五行”（或“正五行”），用zouwei 水(或木、金、火、土)指令

走到指定的位置。 再两次变换阵型后，任务完成。 

正五行走位，按“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规则走。例

如现在的位置是在“火”位，按“正五行”走位，下一个位置就是“土”，指令是zouwei 

土。 

反五行走位。按“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的规则走。例

如现在的位置是在“火”位，按“反五行”走位，下一个位置就是“木”，指令是zouwei 

木。 

记不住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不要紧，每次阵法开始时都会有提示。（所谓的

提示，就是4个师兄弟会先走，你最后一个走，走位走到他们不在的位置。打个

比方，金木水火都已经有人了，那么你只管zouwei 土，就可以了。 by suzhige） 

每次阵法教习喊出走位命令以后，约有五秒钟时间走位，应及时走位。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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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错了位置，只要在五秒钟内及时改正，不计失败。 

如果提示“这个房间里正有人在演练阵法”，那说明这个方向的小校场已经有

人要用了，换另外一个方向就行。 

阵法任务除任务奖励外，没有额外的奖励。 

演练阵法过程中没有busy，可以读书、练习技能。 

2.9.6.3 诵经 

从武当广场向北#3 n;#2 w;u到复真观二层，可以找知客道长借经书。输入指

令jie 书名（要诵经的书名）。 借到正确的经书后，到任务中指定的位置，输入

指令page 页数翻到要诵经的页面，可以查看经书内容。 输入chanting 页数 内

容指令开始诵经。诵经结束后会有提示。 

借书时一定要注意输入完整书名，例如“庄子·外篇「下卷」”。最好直接从

窗口复制，粘贴到命令行中。 

忘记诵经任务内容时，只要身上有任意一本经书，输入chanting 1 1指令，就

会出现诵经任务的详细内容。 

经书的章节可以通过look来查看。例如要诵读“庄子·内篇·齐物论(10)”，可以

通过l jing指令看到“齐物论”章节在“逍遥游”后面。然后用page 21指令找到“齐物

论”的第一页，即可知道经书第31页为“齐物论”章第10页。输入page 31指令查看

第31页内容。 

经书内容不需要逐字输入，可以复制屏幕内容到记事本，删去文字中间的“=”

和空格，整理成一行，再粘贴到命令行中。 

诵经过程中聊天频道会自动关闭，可输入chat命令打开。诵经完成后，聊天

频道中出现过的信息不会暂存。 

诵经过程中会处于busy状态，不能出手，不能逃跑，也不能中断诵经。所以

在诵经前要注意房间内是否有引发战斗的可能。 

诵经会增加道学心法(taoism)点数。 

诵经完成后要到复真观二层还书，give zhike 书名。如有丢失，可以ask zhike 

about 遗失登记遗失，也可以到当铺买一本代替。 

虽然诵经任务耗时较长，操作较其它任务复杂，但不要放弃。放弃诵经任务，

会增加后面诵经任务出现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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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诵经地点： 

天柱峰下：走法同采气任务，需要过一个小迷宫。 

太子岩、潘神洞、一天门：在天柱峰西一线。可走天柱峰线路。 

五老峰、三老峰、虎头岩：在凌霄宫西一线。先取得宋远桥许可，ask song about 

下山，即可从凌霄宫向西走。也可以从后山走天柱峰路线。注意路上有土匪，要

快速通过，停留时间长会被攻击。 

两仪殿、后殿：在五老峰西北。 

桃国篱笆、桃国木门：在武当广场eastdown方向，顺路向东可到。注意路上

有小喽啰，要快速通过，停留时间长会被攻击。 

竹林小院：从北侧门开始，w;sw;s;se;e;ne;n;nw;sw;s;e。北侧门有张翠山挡路，

100skill后可以用hit zhang慢慢把他磨晕，他不会记仇。拜张三丰为师后，张翠山

不再挡路。 

小园：竹林小院向东。 

小屋：竹林小院open door，向北。 

2.9.6.4 炼丹 

在武当广场北边有俞岱岩住处，ask yu about 炼丹，得到要开始炼丹的提示，

向南，到丹房。 进丹房后，坐下（输入指令zuo），然后看炉（输入指令kan），

会出现“炉火熊熊燃烧的提示”，观察此时火炉图形中心为青色。 十几秒钟后，

会出现提示“火焰变弱”的提示，此时火炉图形会随机变为红色、黄色或紫色。输

入指令change H（对应黄色火焰）或change M（对应紫色）、change L（对应红色）

调整火焰。 重复三次后，提示炼丹成功，输入指令zhan，从火炉边站起，向北，

ask yu about 炼丹，然后返回向冲虚道长复命。 

“火焰变弱”提示出现后，有约十秒钟时间可以输入change 指令。一次调整

指令输错，任务即告失败。 

任务失败后，不需要与俞岱岩对话，直接回武当广场ask chongxu about cancel

即可。 

炼丹任务会增加医术(medical-skill)点数。 

2.9.6.5 侠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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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当广场一直向南，走到武当山门，再从武当山门东的黄土路走s;se;w可

到崔老汉处。输入指令ask cui about 麻烦，可得到麻绳一根。 从崔老汉处走e;enter

进入小树林，走迷宫到山寨。在迷宫中会随机出现土匪，与土匪战斗时，输入指

令kun robber可以捆住土匪，之后可以用kaowen指令来拷问土匪山寨的位置。拷

问成功后，会自动跟随土匪走到山寨，免于迷宫之苦。 进入山寨后向南到竹楼，

杀死土匪头，从尸体上拿走银镯子 get zhuozi from corpse 。出竹楼走

eu;n;nd;w;s;se;w回到崔老汉处，give cui zhuozi。其间会有土匪挡路，杀之。 出

现“崔老汉感激”的提示后，返回武当广场向冲虚道长复命。 

崔老汉处的迷宫是随机变换的，走到林间空地时说明迷宫已走了一半，可继

续向下探索不必再走回头路。 

用麻绳kun robber时有概率出现土匪挣断绳子的情况。可以从当铺事先买一

些麻绳备在身上，否则只好在迷宫中探索出口。土匪的受伤程度和挣断绳子的概

率成反比，即血越少，越容易被抓住。 

土匪头会的exp与玩家相同，技能等级为fullskill-50左右，所以最好是带齐全

套新手装备、互备武功、、full skill以后再去做这个任务。另外，要注意高exp的

土匪头会perform。 

杀迷宫中的土匪会增加道德，这是玩家早期道德的主要来源。可以保证玩家

持续不断地吃丸子，而不会因为道德过低被武当开除。 

有时竹楼里会有两个土匪头，如果kill robber土匪头不应战，那么要kill robber 

2。 

如果宋远桥被杀，可以从后山绕下山。 

一定不要杀带路的土匪，否则会被困在没有出口的房间中，只能quit。 

做侠客任务时最好带齐全套新手装备，进入树林迷宫前做好yun powerup，

并保持一直在powerup状态，做好yun recover的别名。 

将各项功夫练到经验支持的上限，刀剑互备，左右互搏，perform sword.chan

可以大大提高侠客任务的效率。 

2.10 白驼 

2.10.1 白驼山庄简介 

南侠wiki  第380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中原西去大漠千里之外，有一座白驼山庄，庄主“西毒”欧阳锋享大名数十年，

乃是当代武学的大师。少主欧阳克，名是欧阳锋的侄子，实则是他与嫂子私通所

生，是他的嫡亲骨肉欧阳克仗着叔父撑腰而横行西域，加之天生好色，历年派人

到各地搜罗美女，收为姬妾，闲居之余又教她们学些武功，因此这些姬妾又算得

是他的女弟子。 

白驼山庄毒蛇成群，都是在白驼山蛇谷中杂交培养而得，毒性猛烈，由庄中

众多蛇奴负责牧蛇，能够驱使自如，是欧阳锋花上无数时光心血所练就，以此与

人多势众的全真教、丐帮、大理及桃花岛的奇门遁甲之术相抗衡。论到使毒用毒，

武林中更无人出西毒之右。 

欧阳锋长住西域，为人狠毒，口蜜腹剑，狡猾之极，武功又是深不可测，武

林中人人忌惮。此人号称“西毒”，听旁人说他手段毒辣，向来不以为忤，反有沾

沾自喜之感。但是欧阳锋虽然生性歹毒，却不失信于人，不失武学大宗师的身分。 

2.10.2 白驼山庄人物简介 

 白驼山庄庄主：「老毒物」欧阳峰 

 白驼山庄少庄主：欧阳克 

 帐房先生：钱眼开 

 家丁、婢女若干 

2.10.3 白驼山庄武功简介 

内功 

 蛤蟆功(hama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10，需放弃大多数其他内功（北冥、八荒功、吸星、化功、玉女、九阳、九阴、易

筋经、日月、侠客等内功除外），级别较高时要求基本内功高于蛤蟆功。无性不能学。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技能：蛤蟆功可以激发为内功和掌法 

■激发为内功，特殊功效： 

1、疗伤 exert/yun heal 要求：蛤蟆功20级，当前内力50点 

2、驱毒 exert/yun qudu 

■功能：逼出体内的巨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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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当前内力大于150 

■对于不同种类毒，蛤蟆功的要求如下： 

蛇毒： 蛤蟆功 20 

断肠散： 蛤蟆功 30 

星宿掌毒： 蛤蟆功 50 

西域灵蛇毒： 蛤蟆功 80 

3、逆转 exert/yun reverse 

■功能：运用九阴真经逆转蛤蟆功以提高自己的攻击力和防守力。 

■要求：蛤蟆功120级以上，当前内力大于500 

■注：需解相应secret 

■激发为掌法，特殊攻击： 

1、蛤蟆扑击 perform puji 

■功能：分一至七掌推出蛤蟆功，功力一次比一次强劲，要消耗大量内力，当对方内力也很高时，有

可能会与对方比拼内力，若此时内力耗尽，会气绝身亡。 

■要求：空手，激发蛤蟆功，且蛤蟆功等级120级以上，当前内力高于600，精高于300 

■注： 在经脉逆转的情况下，使用蛤蟆功的普通攻击也会有所不同，请注意描述。 

兵器功夫 

 灵蛇杖法(lingshe-zhangfa) 

■可激发为parry；staff 

■学习条件：持杖，蛤蟆功20级，最大内力高于70 

■练习条件：持杖，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1、喷毒 perform staff.shoot 

■功能：以蛇杖中的剧毒暗器偷袭对方，非战斗中也可使用。毒性较蛇咬逊色。对方实力远胜於己时

不宜使用。因招数歹毒，不论成功与否对方都会意图杀死施招者，务必小心。 

■要求：灵蛇杖法、蛤蟆功各40级，当前内力大于400，持蛇杖（蛇杖制法：对白驼山庄的蛇使用

convert she，兵器100攻） 

2、狂风扫落叶 perform staff.saoluoye 

■功能：如狂风扫落叶般进行连续攻击的强力杖法特殊攻击。 

■要求：灵蛇杖法 180 级、基本内功180级、蛤蟆功 180 级，当前内力高于1200 

空手功夫 

 蛇形刁手(shexing-diaoshou) 

■可激发为parry；hand 

■学习条件：空手，蛤蟆功20级，最大内力高于100绦乱灰?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气 

■特殊攻击： 

1、缠腕 perform hand.chanwan 

■功能：使对手busy，busy时间跟蛇形刁手及蛤蟆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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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蛇形刁手及蛤蟆功100，最大内力300。 

■注：可与神驼雪山掌互备 bei shexing-diaoshou shentuo-zhang 

 神驼雪山掌(shentuo-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unarmed 

■学习条件：空手，蛤蟆功15级，最大内力高于5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气 

■特殊攻击： 

1、神驼夺魄 perform strike.shentuo 

■功能：伤害对方气血及上限。加力会略有影响。 

■要求：神驼雪山掌及蛤蟆功180，当前内力大于500，加力大于100。对方busy状态。 

■注：可与蛇形刁手互备 bei shexing-diaoshou shentuo-zhang 

轻功 

 蟾蜍步法(chanchu-bufa)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大于45，耗气 

■特殊攻击：无 

知识类技能 

 基本毒技(poison) 

■学习条件：需放弃正派的心法。高级别时需配合实际应用，养殖怪蛇提升。 

2.10.4 白驼山庄拜师必读 

2.10.4.1 关于拜师 

想要拜白驼，先要在帐房先生钱眼开手下做事，功夫高了之后可以拜少庄主

为师，功夫很高了之后再去拜庄主。钱眼开由于是白驼山在扬州的卧底，所以你

要揭穿他的身份，他才会收你为徒(ask qian about …)。如果已经拜师，某些门派

可能会被拒绝，道德很高或者叛师次数较多的，也会被拒之门外。 

 少庄主欧阳克拜师条件：本派弟子，负道德10000，经验5万，叛师少

于两次 

 庄主欧阳锋拜师条件：本派弟子，门忠1500；负道德100000，蛤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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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级，经验高于10万，叛师少于两次 

 白驼山管家，扬州钱庄钱眼开 

2.10.4.2 关于交通 

白驼山庄位于沙漠之中，进出必须骑骆驼。庄内弟子可以向欧阳克领骆驼，

准备进庄的弟子可向钱眼开领取骆驼。另外，揭穿给见钱眼开的钱眼开点好处，

他也许会告诉你去白驼山的捷径。回来的时候找个人问问扬州的消息也能省些力

气。 

白驼山脚村庄里的养蛇人，据说是白驼外门弟子，可以给白驼山弟子一些帮

助。 

2.10.4.3 关于师门忠诚 

白驼的门忠任务发放npc为管家(ask guan jia about quest)。 可以向欧阳克要

任务，可以领牧蛇(ask ke about job)任务，也可以帮好色的欧阳克抓人(ask ke about 

girl)。 

2.10.5 白驼山迷题提示 

2.10.5.1 经脉逆转 

最近有人在嘉兴一带看到了欧阳锋的踪影，但他行动神秘，只可遇而不可见。

见到欧阳锋后，他将给予你 10K 经验值和100 点内力的奖励；如果你有缘能拜

欧阳锋为义父(条件：年龄不大于18岁)，可获他传授蛤蟆功的绝招“经脉逆转”，

此后称霸武林，前途不可限量！解密提示： 要求身受冰魄银针毒（和李莫愁有

关）然后在陆家庄到嘉兴南门之间的树林、河岸、卸、坟墓等地来回走动，机缘

巧合就会见到欧阳锋，期间会有一些语言暗示，请注意描述。见到锋之后，可以

ask，也可以直接求他。他可能会答应帮你解毒，但是会有所要求白驼弟子可认

之为义父，学得蛤蟆功的经脉逆转并能增加根骨（要求：先天根骨20，年龄不能

大于18岁，否则后果自负，根骨不够的，建议先完成一灯大师的秘密），其他门

派只对年龄有要求且只能获得10k经验和内力。这个秘密任何人只能完成一次。 

2.10.5.2 白驼蛇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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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驼山庄弟子和毒蛇有很亲密的关系。毒蛇一般不主动袭击白驼山庄弟子。

白驼山庄弟子可以将毒蛇化为蛇杖，也可将蛇杖化为毒蛇。蛇杖是有毒的独门兵

刃。蛇谷是白驼山中的险地，栖息着各式各样的毒蛇。欧阳培养怪蛇，就是用蛇

谷中的蛇杂交而成。白驼弟子们在读完蛇经後，若要学习更高深的毒技，需尝试

培养自己的怪蛇，以期精进。要进入蛇谷，必需得到庄主欧阳锋的同意，若是擅

闯被发现，将会受到庄主处分。当你向欧阳锋询问「蛇谷」的消息时，倘若条件

足够，欧阳锋就会允许你自由进出蛇谷。 

蛇谷入口有毒雾做为屏障，当毒雾密布时外人难以进入蛇谷。如果你是少庄

主的身分，可以命令蛇奴解除(order remove)或是开动(order defense)毒雾。当毒雾

机关启动时，在谷中放牧怪蛇时不会有敌人来到，关闭时则相反。不过白驼弟子

不得欧阳锋准许，即使没有毒雾阻挡，最好不要尝试进入谷中。如果你进入蛇谷

的目的是捕蛇(catch)，务必先到庄里的蛇舍拿竹篓，好用以装蛇。当然也可以把

蛇从竹篓中放出来(free snake， or free all)。一个竹篓可以装许多蛇，但是有些大

蛇性情凶暴，会攻击其他的蛇，也许你该考虑多拿些篓子，把这种蛇分开装。 

蛇谷的地形相当复杂，有的地方随机性很大，需要进行反复摸索。蛇谷中有

树林、山崖、荒地等景观，其中树林是藏有最多毒蛇的地方。白驼弟子可以用搜

查(search)来寻找毒蛇，通常毒蛇隐藏的地点有草丛(grass)、灌木丛(bush)等，可

以用棍棒拨打来惊动它们出现。栖息地不同，蛇的毒性也有高低。若是蛇而躲在

某些隐秘处(cave，crack)不出来，也许你可以考虑烧(burn)些东西，用烟熏之类

的法子，因此需要提前去买些火折（fire）。荒地是蛇谷中的危险地带，时常有大

蛇栖息，对白驼弟子也会主动攻击，甚至会无声无息地偷袭。由於白驼弟子与蛇

为伍，在大蛇前来袭击前常会有感应，应该有机会先行避开。荒地是通往蛇谷中

几处隐秘地点的必经之路，但是会出现的蛇也更具剧毒，对自己武功缺乏自信的

话，最好还是多加 考虑。万一被厉害的蛇缠住，可以用命令struggle挣扎，这时

是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最好加力最大，以便能迅速脱离险境否则就死定了。白

驼山的蛇谷之内几种及其厉害的毒蛇：大蛇、巨蟒、毒蟒、赤炎、两头蛇…遇到

这些蛇，请务必小心。菩斯曲蛇的胆是珍贵补品“蛇胆膏”的必要原料，要想取得，

须冒险前往蛇谷内的魔鬼滩。蛇胆膏具有增加精力的功效，刚开始效果明显，使

用一段时间后药效会有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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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training>100级之后就可以自己在蛇场培养毒蛇了。捕捉到三条蛇以上的

话，就可以拿到蛇场，把想进行配种的蛇放出来，利用管理指令(manage)，让蛇

群在场内交配，之後要等上一段不短的时间。这段时间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想看

结果时再问负责的蛇奴 “蛇(snake)“的消息。一旦成功培育出怪蛇，你学习毒技

的上限就可以提高，最高可以一次提高十级的上限。想看结果时问负责的蛇奴 

“怪蛇(guaishe)“的消息。要注意的是，每次管理新蛇群时，最好不要有重复的蛇

种，也要去除毒性弱的蛇，以免拉低新出生小蛇的毒性，无法成为怪蛇，那就是

失败了。蛇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在管理之前，你可以在蛇场中计算(count)

一下，看看场中蛇是否能够培养出比以前更好的蛇种，以免到头来白费功夫。小

蛇出生後，如果是怪蛇，务必让他回到(return)窝里慢慢成长，日後会有用。要知

道自己培养了多少怪蛇，问蛇奴就知道了。培养成功后，可以询问“取蛇”以得到

自己培养的怪蛇，还可以在蛇奴处拿到怪蛇杖。蛇谷和蛇场是和白驼弟子相关的

两个重要场所。请务必善加利用，修炼出更骇人的毒技。蛇场相关指令： 

 计算：count 

 管理：manage 

 让小蛇回窝：return 

 可以向蛇奴询问：蛇(snake)、怪蛇(guaishe)、怪蛇杖、取蛇 

2.10.6 高级攻略 

2.10.6.1 白驼山庄简介 

西域白驼山庄，代表图腾：蛇、蛤蟆  

18岁前解密嘉兴欧阳峰后可得到逆转的作用，可以加强臂力，招架有效等级

与轻功的有效等级. 蛤蟆功与绝大部份的内功冲突，且学习条件甚复杂，要基本

内功高于蛤蟆功才能继续学习。使对 新人对南侠系统和机器人组合等综合知识

要充分的了解。而其它门派出师后的高手望而却步，白 驼出师的除朝廷外又没

太多选择；这也是白驼山人丁稀罕的主要原因。在武功上，蛤蟆功可以作 为逆

天的化学PFM输出，灵蛇杖的狂风扫落叶是强力的物理PFM，蛇形刁手作为

BUSY辅助。白驼山 庄人可以在萧峰、胡一刀、护镖、漂流，万安塔、韩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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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半和等各个主流任务里游刃有余。 在师门任务上，不仅有管家的基础任务，

还可以给克少捉女人，放蛇。成为白驼少庄主后，也可 以进蛇谷培殖怪蛇，组

成蛇阵。  

2.10.6.2 白驼山庄人物简介 

 庄主：欧阳峰 

拜师条件：本派弟子，门忠1500；负道德100000，蛤蟆功120级，经验高于

10万，叛师少于两次  

欧阳锋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四项技能）  

三项知识   

读书写字 (literate)- 非同凡响 200/0   

基本毒技 (poison)- 深不可测 300/0   

驭兽术 (training)- 非同凡响 200/0   

 
六项基本功夫   

基本轻功 (dodge)- 精深奥妙 300/0   

基本内功 (force)- 超凡入圣 350/0   

基本手法 (hand)- 精深奥妙 300/0   

基本招架 (parry)- 精深奥妙 300/0   

基本杖法 (staff)- 超凡入圣 350/0   

基本掌法 (strike)- 精深奥妙 300/0   

 
五项特殊功夫   

□蟾蜍步法 (chanchu-bufa)- 精深奥妙 300/0   

□蛤蟆功 (hamagong)- 十二重楼 380/0   

□灵蛇杖法 (lingshe-zhangfa)- 深藏不露 380/0   

神驼雪山掌 (shentuo-zhang)- 精深奥妙 300/0   

□蛇形刁手 (shexing-diaoshou)- 精深奥妙 300/0   

 超不成器的NPC少庄主：欧阳克 

拜师条件：本派弟子，负道德10000，经验5万，叛师少于两次  

欧阳克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四项技能）  

三项知识   

读书写字 (literate)- 融会贯通 120/0   

基本毒技 (poison)- 已有小成 100/0   

驭兽术 (training)- 已有小成 100/0   

 

六项基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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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轻功 (dodge)- 青出于蓝 150/0   

基本内功 (force)- 已有小成 120/0   

基本手法 (hand)- 已有小成 120/0   

基本招架 (parry)- 已有小成 120/0   

基本杖法 (staff)- 鹤立鸡群 130/0   

基本掌法 (strike)- 已有小成 120/0   

 
五项特殊功夫   

□蟾蜍步法 (chanchu-bufa)- 青出于蓝 150/0   

□蛤蟆功 (hamagong)- 第六重楼 160/0   

□灵蛇杖法 (lingshe-zhangfa)- 已有小成 120/0   

神驼雪山掌 (shentuo-zhang)- 鹤立鸡群 130/0   

□蛇形刁手 (shexing-diaoshou)- 鹤立鸡群 130/0   

 管家、白驼山庄开拓旅游部部长钱眼开 

入门师父：全部技能50级，拜师时 ask qian about 白驼山，然后 E一步，再

W一步，bai qian 即可  

但如果已经拜师，某些门派可能会被拒绝（比如武当），道德很高或者叛师

次数较多的，也会被拒之门外。  

注：拜师完成后，ask qian about 分红，先记录一下，等你3M经验FULL完

武功后再问一下钱掌柜，你会有一大笔横财。  

2.10.6.3 先天属性选择 

白驼的蛇形刁手PFM缠腕命中率是EXP和臂力决定命中。解逆转对根骨有要

求。性别建议选择男号。  

建议 30 10 20 20  

2.10.6.4 白驼武功简介 

特殊内功 

 蛤蟆功(hamagong) 

■学习需放弃其他门派内功，级别180级后需要基本内功高于蛤蟆功  

■激发为内功，特殊功效：  

1、疗伤 exert/yun heal  

2、驱毒 exert/yun qudu，功能：逼出体内的巨毒。对于不同种类毒，蛤蟆功的要求如下： 

■蛇毒： 蛤蟆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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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肠散： 蛤蟆功 30  

■星宿掌毒： 蛤蟆功 50  

■西域灵蛇毒： 蛤蟆功 80  

3、逆转 exert/yun reverse，功能：运用九阴真经逆转蛤蟆功以加强攻击力（提高自己的臂力，提高

命中判定）和防守力（提高有效轻功，招架和护甲）。注：需解相应secret（详见后面的攻略） 

4、在经脉逆转的情况下，攻击、防守都会明显的提高，使用蛤蟆功的普通攻击也会有所不同，注意：全

真、天龙等“指头”是完克蛤蟆功的，遇上用指头的门派，请慎之以慎对待！！ 

兵器功夫 

 灵蛇杖法(lingshe-zhangfa) 

■特殊攻击：  

1、喷毒 perform staff.shoot 

■功能：以蛇杖中变为毒蛇偷袭对方，非战斗中也可使用。毒性较蛇咬逊色。（除开怪蛇攻击外，喷

毒是白驼唯一可控的偷袭技） 

■对方实力远胜於己时不宜使用。因招数歹毒，不论成功与否对方都会意图杀死施招者，务必小心。  

■需要持蛇杖（蛇杖制法：对白驼山庄的蛇使用convert she，兵器100攻） 

2、狂风扫落叶 perform staff.saoluoye，加力MAX有效，物理连击，超耗内力，中后期有用，如狂

风扫落叶般进行连续攻击的强力杖法特殊攻击。 

3、温馨提示：因为狂风的连招是随技能级别的提高而提高。一般“经济型”打法是不加力，换高攻的staff

直接砸，威力亦很惊人！  

空手功夫 

 蛇形刁手(shexing-diaoshou) 

 
■特殊攻击：  

1、缠腕 perform hand.chanwan 

■功能：使对手busy，busy时间跟蛇形刁手及蛤蟆功有关。是EXP和臂力决定命中。要求：蛇形刁

手及蛤蟆功100，最大内力300。 

 神驼雪山掌(shentuo-zhang) 

■特殊攻击：  

1、神驼夺魄 perform strike.shentuo 

■功能：伤害对方气血及上限。加力会略有影响。 

■要求：神驼雪山掌及蛤蟆功180，当前内力大于500，加力大于100。需要在对方busy状态才能使

用，威力相当于扑击第二推。同等经验命中率50%。 

轻功 

 蟾蜍步法(chanchu-bu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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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攻击：无  

知识类技能 

 基本毒技(poison) 

■学习条件：需放弃正派的心法。高级别时需养殖怪蛇提升。  

■基本毒技与驱毒和喷毒perform staff.shoot有关。  

 驭兽术（training) 

■学习条件：需放弃正派的心法。高级别时需捉蛇及养殖怪蛇提升。级别越高捉蛇时耗费精力越少，可以

training动物。  

2.10.6.5 白驼攻略及相应任务 

2.10.6.5.1 拜师相关 

刚开始注册，先然后拜杨洲钱庄的钱眼开，这里有道德要求，0道德就可以。  

到五万经验后就可以拜欧阳克，到这里成长的速度就比较爽了。欧阳克这里

可以接捉女人和放蛇任务。  

拜欧阳峰后，你就成为白驼少庄主了，就可以先问一下老爹关于蛇谷的事，

然后到蛇舍拿竹筐去蛇谷捉蛇养自己的怪蛇了。  

2.10.6.5.2 成长相关 

先钓鱼到5W，补满内功，可以差个10级蛤蟆功，打坐点内力精力，或直接

吃药，  

然后去解密蛤蟆功，建议解前到论坛多看看，很简单。白驼的新人一定要注

意的是。18岁以前一定要在嘉兴找着咱老爹解开经脉逆转的密。白驼的人要是没

有了逆转就等于直接废了！白驼解开经脉逆转的密，会比其它门派多2000经验，

根骨+1，蛤蟆功和基本毒技等级加成。  

主要任务新手期 门派放蛇，拜锋后养蛇。慕容任务，比武，500K去新手镖

局。  

1M后，可以慕容，韩世忠，天珠。  

2.10.6.5.3 放蛇任务 

放蛇的经验长的飞快，不过最好把蛇看好， 建议在只有一个出口的房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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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伤人。 欧阳克身上一共有十条蛇，如果都死了。就要找个人帮你杀了等刷

新。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要一条蛇失败后，可以quit重新登陆，再去问欧阳

克要蛇。 最多三次，因为放蛇失败，扣罚是很严重的，所以请白驼新人利用好

这个福利。  

ask 欧阳克 about job，然后到某个地方放蛇（drop snake），跟随你的蛇（follow 

snake），当 NPC 来杀你或你的蛇时，指挥你的蛇攻击他（attack NPC），或者指

挥你的蛇移动到别处（gan she <方向>），常常看你的蛇（look snake），如果它饱

了，就把它收回，convert snake），交还给欧阳克（give staff to ke），然后可再讨

新工作。注意不要把没有转化的蛇或者没有蛇的蛇杖直接还给欧阳克。注意，如

果怪蛇打不过的时候，你要帮蛇打或者直接把蛇赶走，因为你帮蛇一起打，很容

易会被NPC叫杀，这是会真死的，一定要注意！如果任务不慎失败，可以ask 欧

阳克 about 失败，取消任务。  

为放蛇任务只是经验加得多，潜能没多少，又因为失败后扣罚很厉害，会被

NPC叫杀真死。  

2.10.6.5.4 抓女人任务 

另一个在欧阳克那里领到的任务是帮克少抓女人。这个任务可以同时加经验，

潜能，还可以加门忠，降道德。不过打女人的时候下手要轻点。欧阳克要的人身

休要好。受伤太重的话对他没有用。这个任务和以后投名状的任务雷同，奖励不

是太丰富，还不如慕容，不建议做。  

2.10.6.5.5 怪蛇培养 

问欧阳锋老爹关于蛇谷的事，然后到蛇舍拿竹筐去蛇谷捉蛇养自己的怪蛇了。

捉三条不同品种的蛇放回蛇舍培养怪蛇，如果培养出新品种的怪蛇是会增加经验，

潜能，基本毒技、驭兽术的经验和等级，同时也增加可向老爹学习基本毒技的上

限级别。具体养殖怪蛇的步骤如下：  

蛇谷入口有毒雾做为屏障，当毒雾密布时外人难以进入蛇谷。如果你是少庄

主的身分，可以命令蛇奴解除(order remove)或是开动(order defense)毒雾。当毒雾

机关启动时，在谷中放牧怪蛇时不会有敌人来到，关闭时则相反。不过白驼弟子

不得欧阳锋准许，即使没有毒雾阻挡，最好不要尝试进入谷中。如果你进入蛇谷

南侠wiki  第391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的目的是捕蛇(catch)，务必先到庄里的蛇舍拿竹篓，好用以装蛇。当然也可以把

蛇从竹篓中放出来(free snake， or free all)。一个竹篓可以装许多蛇，但是有些大

蛇性情凶暴，会攻击其他的蛇，也许你该考虑多拿些篓子，把这种蛇分开装。  

白驼弟子可以用搜查(search)来寻找毒蛇，通常毒蛇隐藏的地点有草丛(grass)、

灌木丛(bush)等，可以用棍棒拨打来惊动它们出现。栖息地不同，蛇的毒性也有

高低。若是蛇而躲在某些隐秘处(cave，crack)不出来，也许你可以考虑烧(burn)

些东西，用烟熏之类的法子，因此需要提前去买些火折（fire）。荒地是蛇谷中的

危险地带，时常有大蛇栖息，对白驼弟子也会主动攻击，甚至会无声无息地偷袭。

由於白驼弟子与蛇为伍，在大蛇前来袭击前常会有感应，应该有机会先行避开。

荒地是通往蛇谷中几处隐秘地点的必经之路，但是会出现的蛇也更具剧毒，对自

己武功缺乏自信的话，最好还是多加考虑。万一被厉害的蛇缠住，可以用命令

struggle挣扎，这时是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最好加力最大，以便能迅速脱离险

境否则就死定了。白驼山的蛇谷之内几种及其厉害的毒蛇：大蛇、巨蟒、毒蟒、

赤炎、两头蛇…遇到这些蛇，请务必小心。菩斯曲蛇的胆是珍贵补品“蛇胆膏”

的必要原料，要想取得，须冒险前往蛇谷内的魔鬼滩。蛇胆膏具有增加精力的功

效，刚开始效果明显，使用一段时间后药效会有减弱。  

当training>100级之后就可以自己在蛇场培养毒蛇了。捕捉到三条蛇以上的

话，就可以拿到蛇场，把想进行配种的蛇放出来，利用管理指令(manage)，让蛇

群在场内交配，之後要等上一段不短的时间。这段时间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想看

结果时再问负责的蛇奴 “蛇(snake)“的消息。一旦成功培育出怪蛇，你学习毒

技的上限就可以提高，最高可以一次提高十级的上限。想看结果时问负责的蛇奴 

“怪蛇(guaishe)“的消息。要注意的是，每次管理新蛇群时，最好不要有重复的

蛇种，也要去除毒性弱的蛇，以免拉低新出生小蛇的毒性，无法成为怪蛇，那就

是失败了。蛇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在管理之前，你可以在蛇场中计算(count)

一下，看看场中蛇是否能够培养出比以前更好的蛇种，以免到头来白费功夫。小

蛇出生後，如果是怪蛇，务必让他回到(return)窝里慢慢成长，日後会有用。要知

道自己培养了多少怪蛇，问蛇奴就知道了。培养成功后，可以询问“取蛇”以得

到自己培养的怪蛇，还可以在蛇奴处拿到怪蛇杖。蛇谷和蛇场是和白驼弟子相关

的两个重要场所。请务必善加利用，修炼出更骇人的毒技。蛇场相关指令：  

◾ 计算：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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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manage 

◾让小蛇回窝：return 

◾可以向蛇奴询问：蛇(snake)、怪蛇(guaishe)、怪蛇杖、取蛇 

2.10.6.5.6 逆转经脉解谜方法 

这个任务要求18岁前，身中冰魄银针毒，先天根骨最少20。 触发条件：到

嘉兴南湖找李莫愁fight li ，这样的话你受伤了她就会停下来不至死掉。如果没

发针就继续吸气然后fight。最好是找高手杀了再等更新打，因为李莫愁是拦镖队

路的，就算不死也会被打晕了，抢光银针。然后中毒之后呢，就去陆家庄到嘉兴

南门之间的树林、河岸、小径、坟墓等地来回缓慢地走动，每两秒移动一个位置。

记得身上买养精丹，在精气30%左右就吃一颗。如果在解密的时候，你的毒技太

高，那冰魄银针毒很快就会自己解除。或者在老爹出现的时候，你一个不走运晕

倒滚出几十米，如果没有出现以上情况，那你就只能重来了。  

2.10.6.5.7 任务攻略 

空手 jiali max 才是王道！ 

2.11 大轮 

2.11.1 大轮寺简介 

大轮寺属于藏转佛教的一支，位于川藏交界处的大雪山山顶，大雪山气候寒

冷，多冰天雪地而少姹紫嫣红，景色以雄奇见长，观者无不赞叹而留下深刻印象，

因此世人也多称大轮寺为雪山派或密宗。大轮寺身处吐蕃国内，是吐蕃国的护国

禅寺，吐蕃全国上下信奉佛教，所以大轮寺历年都可以收受到丰厚的俸禄。大轮

寺门下的弟子在出家之前武艺水平的提高非常有限，受戒以后才可以学到高深的

功夫，而且每年可以收到和自己欢喜禅水平相当的供奉。大轮寺修禅和中原禅理

不同，所以男、女弟子兼收(不收太监)，只是在初级功夫水平时师承略有差异。

出家弟子在成为欢喜佛(魔)之前不能结婚。成为大轮寺弟子后，上山下山也可用

山门旁的绞盘，比较方便。大轮寺武功走刚猛一路，须至阳或至阴方可修习，玩

家在选先天属性的时候，膂力和根骨不能太低，否则难有发展，切记。另外血刀

门下对身法，金轮法王对悟性也有一定的要求。 路径：可以从赞普广场，也可

以走丐帮第9条秘道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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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大轮寺人物简介 

Boss级人物： 

 鸠摩智：大轮寺现任主持，吐蕃赞普赐封大轮明王。对佛学研究透彻，

经常开坛论法，慧言妙辩，听经者无数。双掌火焰刀神功举世无双。

拜师条件：龙象般若功160以上 膂力32以上 根骨32以上 门忠1500 

 金轮法王：身具通天彻底的功夫，深得蒙古皇帝蒙哥的赏识，受封蒙

古国第一国师，现跟随蒙哥左右效力，不在寺内。拜师条件：龙象般

若功160以上 悟性30以上 打败达尔巴 门忠1500 

 血刀老祖：血刀经功夫一绝，好色如命，残忍嗜杀，平常无事足不出

户。拜师条件：龙象般若功150以上 负神100000 

一般人物： 

 摩诃巴思：入门师父，原是蒙古人，景仰金轮法王而加入大轮寺。拜

师条件：先天膂力和先天根骨都不能低于20。 

 桑结：佛前总护法，武艺高强。拜师条件：龙象般若功160级，无门忠

要求。 

 达尔巴：金轮法王二弟子，对法王忠心耿耿，力大无穷。 

 灵智上人：对大手印有相当高的造诣。 

 胜谛：血刀老祖大弟子，得血刀老祖真传，武艺较强。 

 善勇：血刀老祖二弟子。 

 宝象：血刀老祖三徒弟，为人非常好色。 

 哲罗星：天竺僧人，为学武功来到大轮寺。 

 波罗星：天竺僧人，为学武功来到大轮寺。 

 呼巴音：桑结的师弟，武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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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卧儿：原是蒙古人，景仰金轮法王而加入大轮寺。 

 黑林钵夫：原是蒙古人，景仰金轮法王而加入大轮寺，现担任把守山

门的职务。 

 色楞：因为不肯下功夫，武功非常稀松，平常在寺里管管杂事。 

 藏边五丑：几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2.11.3 大轮寺拜师 

大轮寺在寒冷的雪山，地处西南吐蕃国西侧。吐蕃可从灵州南门前往，也可

从峨嵋方向前往。大轮寺在吐蕃西侧的山中，常年积雪，轻功差者无法直接进入

大轮寺。根骨太低也不收，建议根骨选20以上。考虑到不影响大轮寺的香火，方

丈在山上设立了绞盘，供功夫不够者直接乘坐藤筐(tengkuang)前往，可在湖边大

声叫喊(yell)，上面的人听到之后就会放下藤筐作为乘坐的工具。大轮寺向来独

来独往，不欢迎带艺投师者，经验到1000或以上者，一概不收。只有出家之后才

能学到更高深的功夫，关于出家可以找黑林钵夫。想要表达对大轮寺的忠诚同样

也可以找他。 

2.11.4 大轮寺武功 

大轮寺武功源于天竺，后又吸收了中原和西域等地的武功精髓，经过历代高

手的琢磨锤炼，在武林中已经独树一帜。大轮寺现任掌门鸠摩智曾在大理天龙寺

内力挫由枯容长老与数位本字辈高僧组成的“六脉剑阵”，逼得枯容长老焚毁“六

脉神剑谱”。而血刀老祖凭血刀经功夫杀得武林中人仰马翻，来去如无人之境。

金轮法王更以手中五只法轮独斗中原豪杰，欲夺武林盟主之位，虽因寡不敌众敛

羽而归，但以上种种却使大轮寺声名播于中原武林。 

 龙象般若功(longxiang-boruo)：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10级，20级以后需出家，120级之后要求后天根骨大于30。欢喜禅120级之前龙象

般若功不得超过欢喜禅的级。龙象般若功排斥其他内功(九阴/九阳/葵花/蛤蟆功/北冥除外，光明圣火功存

疑)。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梵唱 exert/yun fanchang 

■功能：让敌人失去理智，处于离魂失明状态，同时也让敌人解除所有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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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降伏轮300，欢喜禅200，龙象般若功300，内力500，持金刚降魔杵，着十三龙象袈裟。 

2、归元 exert/yun guiyuan 

■功能：救醒昏迷的人 

■要求：龙象般若功140，内力1000，最大内力2000，精力50。注意：有几率不成功，自己晕倒。 

3、绝血 exert/yun juexue 

■功能：给自己疗伤 

■要求：龙象般若功20级，内力20 

4、龙象 exert/yun longxiang 

■功能：提高自己的攻击力 

■要求：龙象般若功200，内力1000，最大内力2000，欢喜禅400级以后达到1/3的效果。 

5、传功 exert/yun trans 

■功能：将自己的内力（最大内力和内力小点）传给对方，并增加对方的攻击命中和伤害。 

■要求：龙象般若功100，内力1500，最大内力2500 

6、双修 exert/yun yinyang（不能用） 

■功能：和异性双修，提升潜能 

■要求：龙象般若功100，欢喜禅90，最大内力1000，当前内力500 

 御雪遁形(yuxue-dunxing)：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当前气50，耗气25 

■特殊招式：无 

 血刀经(xuedao-jing)：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龙象般若功20，最大内力150 

■练习条件：当前气50，耗气30 

■特殊招式 

1、祭血神刀 perform blade.jixue 

■功能：增加攻击力并攻击敌人 

■要求：血刀经120，龙象般若功120，最大内力2000，内力500，精力300 

2、神刀穿心 perform blade.shendao 

■功能：连续攻击敌人 

■要求：血刀经100，龙象般若功100，有效轻功110，后天身法28，最大内力1300，内力600，

精力200 

 火焰刀(huoyan-dao)：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1500，后天根骨30，龙象般若功100，有效内功100 

■练习条件：气50，内力20，耗气40，耗内力10 

■特殊招式 

1、火焰刀气 perform strike.daoqi 

■功能：增加攻击并攻击对手 

■要求：火焰刀120，龙象般若功120，最大内力2500，内力500，精力300 

2、焚 perform strike.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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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烧毁敌人的盔甲并伤害对手 

■要求：最大内力2000，内力1200，精力300，火焰刀120，龙象般若功120 

3、燃 perform strike.ran 

■功能：聚积内力突然发出对敌人发出巨大伤害，失败则对自己有莫大伤害 

■要求：火焰刀60，龙象般若功60，最大内力5000，精力3000，当前内力10000 

■提醒：每次使用消耗内力4000点，cd是5分钟 

 降伏轮(xiangfu-lun)：可激发为parry；hammer 

■学习条件：后天膂力35，最大内力2000，龙象般若功160 

■练习条件：气50，内力30，耗气45，耗内力25。注：降伏轮达到200级时可增加100～300点最大内

力和最大精力，300级以上时有几率降低1级。 

■其他功能：设置锁(set 锁 1)后可以在战斗中自动锁人兵器。普通攻击有群攻效果。 

■特殊招式 

1、五轮大转 perform hammer.dazhuan 

■功能：用龙象之力以御气操作飞舞旋转法轮 

■要求：龙象般若功等级 180 以上；金刚降伏轮法等级 180 以上；最大内力 3800 以上；内力 

1000 以上；手握五轮。 

2、往登极乐 perform hammer.jile 

■功能：和敌人玉石俱焚 

■要求：当前内力 500 以上，受伤上限小于50%；金刚降伏轮等级 150 以上；龙象般若功等级 160 

以上；后天身法 26 以上；激发内功为龙象般若功；激发锤法为金刚降伏轮；激发招架为金刚降伏轮；且

装备兵器。 

3、天人五衰 perform hammer.wushuai 

■功能：连续强力攻击敌人，用风火轮有加成 

■要求：当前内力 1000 以上；最大内力 5000 以上；龙象般若功等级 260 以上；有效内功等级 

500 以上；后天膂力 40 以上；激发内功为龙象般若功；激发锤法为金刚降伏轮；激发招架为金刚降伏

轮；与上次出招间隔一定时间；且装备兵器。 

 无上大力杵(wushang-dali)：可激发为parry；staff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200，先天膂力25，龙象般若功35级 

■练习条件：气60，耗气30 

■特殊招式：无 

 大手印(dashou-yin)：可激发为parry；hand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100，龙象般若功20功，基本内功20功 

■练习条件：气40，内力40，耗气20，耗内力5 

■特殊招式 

1、阿修罗天印 perform hand.tianyin 

■功能：用毒掌伤害敌人 

■要求：龙象般若功80，大手印80，最大内力1000，内力500，毒技80 

 天王爪(tianwang-zhua)：可激发为parry；c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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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条件：龙象般若功30，基本内功30，最大内力150 

■练习条件：气50，内力20，耗气30，耗内力10 

■特殊招式：无 

2.11.5 大轮寺迷题提示 

 血刀老祖在雪谷中，可参考《连城决》，想要找到他并不容易。 

 大轮寺有不少灵药，比如雪莲子，血菩提，藏红花等。 

 大轮寺的钟楼鼓楼可以帮助新人提升功夫。 

 跟着活佛修持也许可以帮助新人提高一些经验和潜能。 

 可以在写经堂抄写经书(write jingshu)，从而提高欢喜禅，工具可以找

师傅们要。 

2.11.6 高级攻略 

2.11.6.1 总纲 

大轮寺，作为西域邪派一支，武功刚猛霸道，禅理与东土迥异。作为新增门

派，大轮一派并不受广大南侠爱好者的青睐，主要是没有busy。很多人看中了大

轮寺极为bt的攻击力而投入大轮寺，但是当大轮寺拥有了玄铁以后，一切都不一

样了。  

2.11.6.2 功夫篇 

内功 

 龙象般若功：龙象般若功是大轮一派唯一的一门内功，也是大轮一派

的武功根基。  

■yun longxiang效果和其他内功的powerup是相同的(以前分为yun longxiang增加攻击力，yun 

shield增加防御，后经wiz做了统一调整)。  

■yun guiyuan可以把昏迷的人救醒，会消耗一定量的精神。 

■yun juxue是对自己疗伤，效果比一般的yun heal要好很多。 

■yun trans可以给其他id传输一定的内力，也正因如此，大轮寺才被称为奶牛之寺。 

■yun yinyang唯一体现了大轮寺的心法特点，与异性双修。 

■yun fanchang，本以为可以让敌人很冷静，结果由于其命中不高，而且失败会造成敌人叫杀，还要拿

着跟很沉很沉的大金属棍子，所以一般人很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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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象般若功比较诡异的地方是它的两面性，至阴至阳：所支持的武功都是走的刚猛路子，而trans和yinyang

又体现了它至阴的一面。也许正因为如此，龙象般若功和很多别派内功是不兼容的。这里指得不兼容，是

在学了别派内功之后，如果再想学习龙象般若功，就只得放弃别派内功。  

 禅理 

欢喜禅：大轮僧人信奉欢喜禅理。初期，大轮寺内功龙象般若功要求欢喜禅支持。欢喜禅120级之前龙象

般若功不得超过欢喜禅的级别。后期，欢喜禅在400级以后，龙象般若功的yun longxiang的效果与九阴

神功、九阳神功的效果相同。另外，欢喜禅对龙象般若功的yun trans和yun yinyang的点数有直接的影

响。大轮僧人在出家之后，可以找师傅要一些工具，去经堂抄写经书，机缘不错的话，可以得到提高欢喜

禅的经书哦。  

空手武功 

 火焰刀：南侠中数一数二的霸道的空手功夫。不谈普通攻击，火焰刀

的pfm绝对令人望而生畏。火焰刀以基本掌法为依托。 

■perform strike.fen可以烧毁敌人的盔甲，而且会在一段时间内令敌人的气血逐渐减少。如果玩家之间

切磋武功，中了火焰刀的话，请尽快在bwc寻死。不然如果此时服务器当机，再次登录你将尸骨无存。 

■perform strike.ran，绝对的拼命招数，成功则可以很大程度地降低敌人的最大气血值，并消耗敌人的

内力，失败则效果会反馈到自己身上。在基本掌法和火焰刀等级超过一定级别的时候，甚至会出现“不是

你死，就是我亡”的情况。 

 天王爪：很一般的空手功夫，不值一提。 

 大手印：perform需要毒技支持，可以用毒伤人，但注意会引起敌人叫

杀，攻击力一般。 

兵器功夫 

在剑法横行的南侠时代，大轮寺缺少一门强悍的剑法。但这也是大轮一派的

特色。大轮寺另辟蹊径，取之于轮，用之于轮。  

 降伏轮：小说中金轮法王为何如此彪悍，甚至连杨过和小龙女的双剑

合璧都非其敌手？这要归功于他的看家本领–降伏轮。 

作为大轮一派最强悍的boss，金轮法王的降伏轮可以说是上天入地，稍有敌

手。降伏轮以基本锤法委依托，普通攻击属于中上等水平，配合龙象般若功的yun 

longxiang，效果很强大。值得一提的是，降伏轮是一门相当难练习的兵器功夫。

大家都知道，空手功夫比较难练，要同时耗费气血和内力。而降伏轮作为一门兵

南侠wiki  第399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器功夫，其难练程度比之一般的空手功夫要高得多得多得多的多。据我了解，公

共武功碧清神掌以及武当派太极爪是公认的难练功夫，而降伏轮每练一次耗气45，

耗内力25，可以屈居第三把交椅(这里不包括那些需要具体条件才能练习的功夫，

比如醉拳要喝酒和战斗，玄铁剑法要在大海里很2的舞剑)。更为变态的是，在降

伏轮300级以后，练的过程中会随机的降一级，简单说就是，本来练到了301，结

果随机掉了一级，又回到了300。 

■perform hammer.wushuai，很好很强大的一个pfm，能够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经过虚大的试验，

该pfm存在着3招伤气血上限的攻击以及2招伤当前气血的攻击，而且由于其命中高，耗费内力的随机性，

加上加力的效果，大轮僧人可以很潇洒的解决掉比之经验高的玩家或npc。注意，这个pfm要求较高，而

且是需要降伏轮380级才能使用。 

■perform hammer.jile，又是一个拼命招数，使用者要慎重。 

■perform hammer.dazhuan，小心了，轮子乱飞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 

 血刀经：血刀老祖的看见本领，可以作为初期发展的武功。pfm不在这

里赘述。 

 无上大力杵：如果你想当挑夫，那就学一学这门功夫吧，很有前途的

一个职业。 

2.11.6.3 拜师篇 

新人如果选择大轮寺，可以去大轮寺找一位叫basi的兄弟，别管他是苹果拔

丝还是香蕉拔丝。说说新人的属性选择问题。建议属性选择30 10 30 10 30 30。  

 臂力30，是为了能够多拿点东西，而且拜师鸠摩智有臂力的要求。 

 悟性10，是为了给其他属性提供便利，而且在后期悟性的高低对于领

悟功夫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如果要拜金轮法王的话，需要后天悟性30，

所以可能对于新人来说把literate学到200是一种摧残。 

 根骨30，是为了能够在练功或领悟或修炼以及其他一系列活动中提高

效率，另外在拜师的时候也有要求。 

 身法10，没法的选择。 

2.11.6.4 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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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任务  

发展路线与其他门派相差不多，钓鱼到50K，之后学些功夫，把读书写字弄

到101(多用chat求圣经)，学龙象到60-70，读射雕到force parry 60-70，爬树看雪

dodge到80，读blade到60-70，同时把御雪遁形练到60-70，练血刀经到60-70(可以

读血刀秘籍)，dazuo tuna到精力950 内力950，watch石壁到读书150，把欧阳峰驱

毒任务做了到97K，之后就可以去做慕容任务了。  

新手进阶  

在做慕容任务之前，记得把辛辛苦苦钓鱼和答题得来的潜能都存起来，以减

少不必要的死亡损失和满腹的怨气。因为慕容的叛徒是根据你武功类最高技能来

设置的，而叛徒80级就会pfm了 所以先把功夫都平均在60-70比较好，从100k到

500k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无聊的、枯燥的过程，一个和叛徒斗智斗勇的过程，

一个锻炼自己毅力和忍耐力的过程，一个…的过程。到了500k，你可以松一口气

了，同时准备迎接更高级的任务要求。不过在做新任务之前，是一个漫长的full 

skill的过程，把所有武功full到180左右，可以很潇洒的完成即将来临的护镖任务。

这里要提一点，如果你想在护镖过程中能够尽量的轻松愉快，最好在武功full之

后开始做门忠，把门忠做到2k(为了将来的出师打算)，之后拜鸠摩智，学习火焰

刀。另外如果觉得血刀经威力不大的话，可以找一本英雄剑谱读一读，在初期

hero-jianfa还是很能满足大众需要的。另外建议不要在初期就学习降伏轮(基于它

的难练习性以及初期的无用性)。好了，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就可以开始护镖

任务了。  

初期护镖任务详解： 

拿上两把英雄剑，推着镖车往前走。在之前的武功介绍中，你没有发现任何

与busy敌人相关的功夫描述或者介绍。这里你不禁要问，难道大轮寺没有busy功

夫吗？我不得不很遗憾的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说，大轮死没有可以用来做任务的

busy功夫。降伏轮有一个锁字诀，自动的pfm，可以set 锁 1来实现，如果成功的

话可以使敌人短暂的busy，但是很短很短，短得你都感觉不到。因此在无busy的

情况下，如何更快更好的做护镖任务呢？遇到劫匪，最好不要下kill或者hi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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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打你，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只要他一动，你就立马放下一把剑，

给他来个火焰刀的焚字诀，效果很明显，劫匪直接夹着尾巴回老家了。不过也要

注意，焚字诀很耗内力，所以在打了几个劫匪之后，要适当的休息一下。推车到

1m经验之后，你可以full一下skill，并尝试着去做新的任务了，比如萧峰任务。 

初期萧峰任务详解： 

当你推车推的想吐学的时候，不妨去洛阳找萧峰要点任务。由于在萧峰任务

的时候，并未用到普通攻击，都是使用pfm与杀手招呼，所以互搏是可以不用学

习的。萧峰任务分杀、擒、劝、战胜四种任务类型，下面一一对其做法进行讲解。 

 杀：可以用火焰刀的焚字诀，打中了就halt，等着杀手自己玩完。如果

在你等了许久之后，他还死皮赖脸活着的话，就再给他来个火上浇油，

看他还的瑟。 

 擒：对地图的熟悉及键盘的使用效率有较高的要求。加力max来一下焚

字诀，看看杀手描述，如果太红了，就给他两包药，给到黄色描述，

再来一下焚，他就基本差不多倒下了。这个时候一定要速度，最好做

个触发，杀手倒下立马背起来往回走，迅速地把他交给萧峰处置。如

果耽搁时间过多的话，杀手就会被烧死，你就要损失8k经验3k潜能了。 

 劝：很简单，用火焰刀的燃字诀，燃之后看描述，如果还黄着，就再

燃一次，之后开始劝。劝的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精神值，如果精神值

过低，自己会晕倒，如果精神值为负，自己会莫名其妙地跑到白无常

的家里。 

 战胜：和劝的过程差不多，就是燃字诀之后看描述，如果描述为红色，

试着问问杀手服不服，不服就给药治疗，让他恢复到无受伤状态，再

来一次。这个战胜的过程我始终认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在做任务

时候的rp值，如果不高的话，战胜任务做起来会很郁闷。 

新手疑虑 

这个时候有侠友会问，为什么大轮僧人不去做另一主流任务–胡一刀？答案

南侠wiki  第402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很简单，大轮寺武功没有busy功夫，而胡一刀的盗宝人npc是很流氓的，经常busy

你，busy住了你就基本over了。如果有大轮僧人坚持要做胡一刀任务，建议去读

个九阴真经，用九阴神功的移魂大法来busy盗宝人，毕竟九阴神功与龙象般若功

不冲突。不过要三思，毕竟死亡损失很大，而且在初期会打击你的积极性。  

人情世故 

在萧峰任务和推车任务的过程中，有苦也有乐。苦的是推车到了奖励轮或者

临近奖励轮，一个不小心，镖车被劫了，这个时候很痛苦，很想说f word。另外

就是杀死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令人也很懊恼。乐的是当你推车的了双倍奖励，

以及做了一次萧峰任务后的了3w多exp，2w多潜能的时候，心情是无比的畅快。

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和南侠的各位兄弟姐妹搞好关系，尤其是和那些可以为你

提供内力和精力支持的朋友，这些朋友会或多或少的向你提供诸如九转熊蛇丸

(+10最大内力，15最大精力)，女娲石(+20最大内力)，以及前面提到的血菩提和

雪莲丹等珍贵中草药。有了这些宝贝，你就可以很大限度地减少自己打坐和吐纳

的时间了。当你经验到了5.5m左右的时候，你的春天来了！  

2.11.6.5 进阶篇 

经验到达5.5m，是大轮僧人成长历程中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降伏轮武功等级可以支持380级，你终于可以体验大轮寺，乃至南侠里最最

彪悍的兵器功夫降伏轮的精髓–天人五衰了。护镖任务可以完全放弃了，你唯一

要做的就是专心地把萧峰任务做好。前面的拜师篇中选择福缘10的缘故，你马上

就能体会到了。  

萧峰任务进阶：杀、擒、劝、战胜任务详解 

 杀：直接用降伏轮的wushuai，一个不行就再来一个，简单、方便、快

捷。 

 擒：同上。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五衰下来杀手没有躺下，要看看

他的描述，如果过于红，给点药让他恢复一下，不然下一个五衰有可

能就把他送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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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火焰刀的燃字诀。打中了看看描述，如果过于红，给点药治疗一

下，之后开始劝。由于劝的时候损失你的精神最大值以及杀手的当前

气血值，所以你会在劝的过程中偶尔看见杀手会深深吸口气，这个时

候要注意，如果你没有看见他吸气，要稍微等一等再劝，不然有可能

把杀手直接劝死。 

 战胜：最能体验rp的任务类型了。用火焰刀的燃字诀，设置好alias，打

中了就直接问他，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如果不服，给药治疗，等他

恢复到无受伤状态，再重复之前的过程。由于燃字诀会消耗杀手的内

力值，而杀手的恢复过程也包括其内力的恢复，因此如果一次燃不成

功，有可能等很久，杀手才会再次跟你fight，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通过

战胜任务来锻炼你的忍耐力。 

 天外飞三：在这一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意外的事件。比如某天

张三兴致勃勃地邀请你去侠客岛旅游，旅游费用全包，而且还附赠旅

游券。这个时候你不要有丝毫犹豫，给他一锤子！在侠客岛上可以读

很多功夫，我认为对于大轮寺僧人用处最大的是侠客功夫中的侠客拳

脚。这一功夫，考查你对侠义概念的理解，如何用好它，你可以在做

侠义之事的时候去体会。不过，侠客功夫的难读性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还有像侠客掌法、侠客刀法、侠客剑法这样的副产品。当你真正

对侠客拳脚融会贯通时，当你的经验到达50m时，不要彷徨，去做可能

是你在南侠里的最拉风的举动：出师。  

2.11.6.6 门派心得 

漫长的萧峰任务，会极大程度的磨炼你的意志。和杀手周旋，与杀手拼杀，

或许这和你人生中遇到困难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慢慢地去体会，慢慢地去升

华，相信你最终会成为一名名震天下的淫僧。 最后，出师来说，大轮出师能去

的门派很少，大多内功冲突，九阴九阳应该是兼容的，所以去明教是比较好的选

择，同样明教也可以去大轮，其他的就大多存在内功兼容问题。大轮出师还可以

混一混，出师大轮就不行了。  

2.12 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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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 日月神教介绍 

日月神教起源于元末明初，有人说它的前身是明教，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

肆屠戮明教有功之臣，迫使明教活动转入地下，名字也分开成为现在的日月神教。

不过金庸大侠好象并没有证实这种说法，所以这里的日月神教跟明教没有什么关

系。日月神教教中之人都是我行我素，率性而为之人，跟正教中的人物性格大不

相同，行事也颇为诡秘，所以被所谓的正教中人贬为「魔教」，并与之势不两立。 

日月神教的总舵在黑木崖。上面防备森严，等闲之人上不去，这更给日月神教增

添了几分神秘，几分邪气。 

2.12.2 地理位置 

从北京广安门往西南，再转向北，可通往黑木崖。新手可以travel ry。 

2.12.3 日月神教人物简介 

 日月神教教主 任我行 

 日月神教教主 东方不败 

 日月神教左使「天王老子」向问天 

 白虎堂长老「雕侠」上官云 

 青龙堂长老「黄面尊者」贾布 

 日月神教圣姑 任盈盈 

 日月神教长老 秦伟邦 

 风雷堂堂主 童百熊 

 朱雀堂堂主 鲍大楚 

 一字电剑 丁坚 

 江南四友 黄钟公 

 江南四友 黑白子 

 江南四友 秃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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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四友 丹青生 

2.12.4 日月神教武功简介 

内功 

 日月神功(riyue-shen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10级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要求：日月神功20级，当前内力50 

2、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最大内力300，内力150 

3、光明：exert/yun 效果：配合大光明心法，可以增加精神气血；要求：日月神功150级，大光明心

法150级，当前内力1000。 

 葵花神功(kuihua-shen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无；可读书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要求：葵花神功等级40，当前内力50 

2、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最大内力300，内力150 

3、加力 exert/yun powerup 要求：葵花神功等级120，当前内力100，600级以后达到1/3效果。 

4、光明：exert/yun 效果：配合大光明心法，可以增加精神气血；要求：日月神功150级，葵花神功

1000级，大光明心法150级，当前内力1000。 

 吸星大法(xixing-dafa)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100级，放弃别派特殊内功，放弃道家心法。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吸内力 exert/yun neilisuck 

■功能：吸取对手临时内力 

■要求：吸星大法等级100，当前内力50 

2、吸内力上限 exert/yun maxsuck 

■功能：吸取对手内力上限 

■要求：吸星大法等级120，当前内力100 

■注意：可能会走火入魔 

3、光明：exert/yun 效果：配合大光明心法，可以增加精神气血； 

■要求：日月神功150级，吸星大法1000级，大光明心法150级，当前内力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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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功夫 

注：日月神教pfm支持新格式，不激发也可用 

 日月剑法(riyue-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日月神功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50，耗气，叛师后不能练，放弃日月神功后不能练习。 

■特殊攻击： 

1、眩目 perform riyue-jian.xuanmu 

■功能：使敌人busy 

■要求：日月剑法等级100，当前内力200 

■成功、失败自身busy 1 

■可在望海石练习加强。加强效果：失败时有几率触发一个短暂busy，估计busy时间2秒，出现几

率20%左右。 

 日月刀法(riyue-dao) 

■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日月神功10级，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持刀，气大于50，耗气，叛师后不能练，放弃日月神功后不能练习。 

■特殊攻击： 

1、连环 perform riyue-dao.lianhuan 

■功能：连续强力攻击多次。 

■要求：日月刀法等级100，当前内力50 

■自身busy 2 

■可在望海石练习加强。加强效果：最多出九刀。 

■注意：可与日月剑法互备。 

 辟邪剑法(pixie-jian) 

■可激发为dodge；sword 

■学习条件：男性，自宫 

■练习条件：等级500级以上 

■特殊攻击（全部需要激发葵花神功）： 

1、刺目 perform pixie-jian.cimu 

■功能：使敌人短暂busy，伤敌气血上限。 

■要求：持绣花针，辟邪剑法等级120，当前内力200 

■自身busy 0-4，叫杀 

2、刺穴 perform pixie-jian.cixue 

■功能：使敌人一招晕倒 

■要求：持绣花针，身上带有绣花小鞋，粉红绸衫，金戒指，金项链，当前内功为葵花神功，辟邪剑

法等级200，当前内力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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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busy 4，叫杀 

2、刺腕 perform pixie-jian.ciwan 

■功能：解除敌人双手兵器，并使敌人手腕受伤，一段时间内无法装备兵器。 

■要求：辟邪剑法150，持剑 

■自身busy 0-4 

3、突刺 perform pixie-jian.tuci 

■功能：化学伤害对手。 

■要求：持绣花针，身上带有绣花小鞋，粉红绸衫，金戒指，金项链，当前内功为葵花神功，辟邪剑

法等级200，当前内力200 

■自身busy：2-3秒 

4、飞影 perform pixie-jian.feiying 

■功能：提高有效轻功 

■要求：辟邪剑法120，持剑 

 日月闪电锤 (shandian-chui) 

■可激发为parry；hammer 

■学习条件：日月神功20级，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持锤，气50，内力30，耗气和内力。 

■特殊攻击： 

1、反转流星 perform shandian-chui.liuxing 

■功能：连续强力攻击多次。 

■要求：日月闪电锤等级100，当前内力100 

2、雷霆一击 perform shandian-chui.zhen 

■功能：打断对方兵器。 

■要求：日月闪电锤等级80，当前内力50 

3、千斤锤 perform shandian-chui.chui 

■功能：突然一击。 

■要求：日月闪电锤等级80，有效内功80，当前内力300 

 判官笔法(panguan-bifa)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100，有效内功等级100 

■特殊攻击： 

1、快笔打穴 perform sword.daxue 

■功能：使敌人busy 

■要求：判官笔法200级，大光明心法200级，膂力、悟性、根骨、身法均达到40，最大内力2000，

内力1000，持有判官笔。本pfm需要解密，非日月神教弟子不能使用。 

2、写字 perform sword.xiezi 

■功能：可以改变对手的title 

■要求：判官笔法100级，内力100，持有判官笔。 

空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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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爪功(ryingzhua-gong) 

■可激发为parry；claw 

■学习条件：空手，日月神功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气，耗内力 

■特殊攻击：无 

 开山掌(kaishan-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空手，日月神功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气，耗内力 

■特殊攻击：无 

■注意：可与鹰爪功互备。 

轻功 

飞天身法(feitian-shenfa)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日月神功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40，耗气 

■特殊攻击：无 

特殊武功 

 马屁神功(flatter) 

■可激发为parry 

■学习条件：悟性太低无法领会；可读书 

■练习条件：精大于40，耗精 

■特殊功效： 

1、求饶 perform parry.qiurao 功能：使敌人停止攻击(成功会降道德，失败会产生busy) 

心法 

 大光明心法 (daguangming-xinfa) 

通过新手任务习得，影响日月内功的效果，exert guangming可以增加气血。 0-200级，日月小村庄的

牌坊上面习得，200级以后，新手任务完成度100%，黑木崖上赏月台chensi提升。 

读日月神教的《葵花宝典》可以学习葵花神功(0-250级)和辟邪剑法(0-200级)。 辟邪剑法180级以上要

求等级小于葵花神功。 阅读《葵花宝典》或使用吸星大法时容易走火入魔，需要小心谨慎。 

2.12.5 日月神教拜师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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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入日月神教， 需先拜童百熊或鲍大楚。要求判师不超过3次，道德小于0。

师门忠成度达到400后， 可拜上官云或贾布. 但要拜他们， 必须吃过三尸脑神

丹。三尸脑神丹在童百熊或者任盈盈那里领取，每年可以吃一次，在童百熊处领

取时需忠诚>=（年龄－14）×100，并且要在系统告诉你脑神丹快要发作了的时

候才可能领到解药。官云和贾布的其他条件是：道德小于-5000，马屁神功大于

30级，日月神功大于30级。 

师门忠成度达到1500后， 可拜东方不败。要求是：马屁神功超过100级，日

月神功大于60级，道德小于-10000。如不想拜东方不败，可以去梅庄救出任我行，

然后到黑木崖就可拜任我行，要求同东方不败。进入梅庄需要拿到黑木令或者四

样宝物。梅庄内另有武籍两册，可以学习掌法和爪法到150级。 

其他门派或日月教中的弟子也可杀掉梅庄地牢里的任我行以学习吸星大法。

但需要注意乾坤大挪移和铁布衫对地牢中的任我行没有效用。 

做门派任务，可以找向问天，也可以揭发华山奸细。 

需要注意，日月教师傅对门忠和道德要求极严，如果拜了某个师傅后某一时

间门忠和道德不够拜师时的条件，则经过师傅的时候可能被开除！！！具体如下： 

 童百熊，鲍大楚：师忠小于-100，道德大于1000。 

 贾布，上关云：师忠小于0，道德大于0。 

 东方不败：师忠小于500，道德大于-1000。 

 学习辟邪剑法变成太监之后，将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改变性别。 

2.12.5.1 日月教迷题提示 

 三尸脑神丹 

日月教圣药，教众必须每年服食一次。在童百熊或者任盈盈那里领取。当门

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向贾布领取永久性的解药（如果发作了必须吃一颗三尸

脑神丹才能解毒）。 

 东方不败 

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的日月神教教主因修习葵花神功性情大变，而被他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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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找到真正的东方，才能学得上乘武功。 

 任我行 

任我行原是日月神教教主，几年以前突然失踪，东方不败坐上教主的位子，

这自然引人怀疑。任教主的吸星大法天下少有对手，正教人物都为之丧胆。如能

救出任我行，自然功不可没。 

 梅庄 

江湖传闻失踪的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救被关在此处，不过居住于此的江南四

友从来只谈琴棋书画，要想进庄，看来要花点心思了。据说华山脚下的李铁嘴知

道四宝的下落。 

 日月刀剑 

可以向贾布索取，也可以在日月教的某个房间找到。 

 农夫 

据说华山掌门岳不群为探辟邪剑法，曾派奸细到日月教，如果能揭漏奸细，

说不定可以得到上头的信任。 

2.12.6 高级攻略 

2.12.6.1 门派特色 

 日月神教根据选择拜师东方不败或任我行（只能二选其一），分为两个

不同发展方向（基本等于两个门派）。东方不败主修内功葵花宝典，特

色武功辟邪剑法；任我行系主修内功吸星大法，特色武功为闪电锤及

梅庄四友四门武功。  

 日月弟子可在日月神教望海石练功，根据练功不同可加强对应的pfm效

果。效果一共有四种，每个ID终生只能领悟其中两种。 四种特效分别

是： 

 日月剑法 —— pfm xuanmu 小几率在失败后强制目标busy2秒。 

 日月刀法 —— pfm lianhuan 增加攻击次数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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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官笔法 —— pfm daxue 可以释放打穴（未领悟前无法释放）。 

 闪电锤法 —— pfm chui 免疫目标化学抗性提高到100% ; pfm 

liuxing 增加攻击次数若干。 

2.12.6.2 天赋选择 

东方系 力量30，其它随意，3122 3212 3221均可；  

任我行系由于吸星大法容易走火，所以必须 3131。  

2.12.6.3 日月秘密 

 梅庄四宝： 

取四宝：难度较大，一般不去取. 

到李铁嘴处，ask teller about 四宝，give teller 5 gold，获得一个小纸条，l tiaozi，

就可以看到提示了：（注：李铁嘴在华山下的小村，地名叫小村，也有人叫华山

村）  

率意贴 朱熹(zhu xi)，南昌的岳麓书院 

溪山行旅图 在星宿黑店（get drawing)， （请用新路径）在星宿的六盘山一

带wd; 小孩子别去，70以上的等级，进去会被关门打狗。 一般当铺有售。 

呕血谱 （一定先问了李铁嘴再来拿谱子）在无量残局(move canju)， 无量

后山，天龙寺附近，上山下山对dodge有要求。参看天龙寺wiki。 

广陵散 先拿点喝的，hulu，jiudai都行，然后到日月神教的柴房，move wood，

give qu jiudai，得到笑熬江湖之曲。 到任盈盈处，ask ren about 令狐冲，去华山

把令狐冲引过来之后，ask ren about 曲长老，把笑熬江湖之曲给任，有1/3的机率

获得广零散 

注意：进庄后，做任务一次不成功就废了， 要重新拿四宝。具体看下面任

我行的部分。 

 日月刀剑： 

到日月神教的房间里面拿一个蜡烛，然后去败虎堂西侧的柴房，drop la zhu，

get la zhu，e，就着火了，向外跑，dodge小于100的id可能会死，过一会儿可以回

柴房search了.本门徒弟可以直接上黑木崖找贾布要，ask jia about all，要完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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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贾，等更新，可以再要.  

 黑木令/葵花宝典/葵花宝典心法： 

均在东方不败处，ask dongfang about 葵花宝典，ask dongfang about 任我行，

ask dongfang about 黑木令，ask dongfang about 心法，注意，判师的是不可以拿

心法的。葵花宝典可以读pixie-jian到200，读kuihua-shengong到250(分别用study

和read命令进行研读)，但读kuihua-shengong超过160级时如果没有心法辅助一定

会走火的，走火之后会发疯，而且也葵花神功等级也会降低。 泉洲老宅密室里

也有一本葵花宝典，那本可以读pixie到180，所以本门弟兄没必要去拿，其他门

牌拿了也没什么用。  

 任我行的首级： 

拿葵花宝典和心法必须拿的物品，凭黑木令进庄(不需要四宝)，ask 丹青生 

about 任我行，就是问你是否下毒，如果选择y的话，就可以看见有人把任我行

尸体抬出来，l corpse，砍下头颅，回头给东方不败，就可以了.如果回答n就需要

跟前面一样直接杀进去了，可以拜任我行，不过日月的没必要拜任，还是跟着东

方有前途。  

 开山掌秘籍/鹰爪功秘籍： 

可读claw和strike到150，但是特别难拿，需要消费四宝，分别fight四个人之

后，从黄钟公n，search table，运气好可拿到，机率1/6左右。  

 黑木崖地图/碧水剑： 

日月神教有个鬼鬼祟祟的农夫，在黑木崖下面的厢房里，ask nong fu about 

华山派，杀掉之后可以发现地图，如果把地图给童百熊可以获得负五千的道德，

日月弟子可以获得1点忠诚度，如果把地图给岳不群则可以获得五千的正道德，

并获得碧水剑。  

 三尸脑神丹： 

ask tong about 三尸脑神丹，或者ask ren yingying about 解药，对忠诚度有一

定要求。门忠作到2000，可以和贾布要永久性解药，所以在这里最好在没拜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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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一级师傅的时候把门忠直接做到2000，然后就可以领三尸脑神丹，然后向上拜

师傅，直接拜到东方那， 随后立刻去取永久性解药，就没事了， 不然吃过三尸

脑神丹后，拖的时间太长，门忠还不够领永久解药， 有可能在练功挂机时毒发

死掉，切记切记。 

2.12.6.4 日月拜师 

 拜东方 

拜师条件看help menpai-riyuejiao，在大殿里面看到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不

败，是傀儡而已。当达到拜师要求时，可以ask yang about 东方教主，留意他说

的拿句话（圣教主文成武德，仁义英明，中兴圣教，泽被苍生。），然后give yang 

20 gold，yang就会给你一把钥匙，nw，unlock gate，push wall，enter，w，out，

n，w，就可以看到真正的东方了。拜东方之前必须拍东方的马屁，“say 圣教主

文成武德，仁义英明，中兴圣教，泽被苍生。”搞定。以后日月的弟子想去见东

方不用给钱了， nw， enter gate ， push wall 就可以了.拜了东方之后需要留意

道德的变化，道德过低会被开除。  

 拜任我行 

拜师条件help menpai-riyuejiao，到向问天处，ask xiang about 救人，得到钢

丝锯，然后找齐四宝去梅庄（四宝的拿法见后），然后去杭州西湖畔（西湖底的

地牢么）knock gate 4;knock gate 2;knock gate 5;knock gate 3，就可以进梅庄了。

在丁坚处，look drawing，ask ding about 剑术，就可以见到danqing sheng，对四

个人分别ask XX about 任我行，然后把相应的物品给相应的人，fight XX，打赢

了就可以那到钥匙，凑齐4把钥匙就可以从黄钟公，哪里n，可以move chuang，

pull tong huan，然后进入地道，unlock gate，可以见到任我行了，当然了，监狱

里是不可以收徒的，任我行从牢狱里逃脱之后你就惨了，这个时候多观察观察，

look gate，open gate，大摇大摆出门，回到黑木崖拜师去吧。 

2.12.6.5 日月武功 

 日月剑法 

xuanmu busy， 日月的busy武功， 600skill 之前busy 要远大于1， 等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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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越接近于1， 超过600skill 后， busy是0或者1下(不是1秒)， 前提是拿日月剑， 

经验判断.命中1/2， riyue-jian 不拿日月剑是不能混的. 日月刀剑找老贾要.  

 日月刀法 

最高连续8下普通攻击，攻击的次数和等级有关， 和拿日月神刀有关，

600skill 日月刀，8下全中， 也就是说一共8个描述的普通攻击全部打中的话，

伤血6000左右。当然和自己一样exp的player打，只能中3下，或更少， 这个看对

方的躲闪了。 

 辟邪剑法 

东方不败系独占武功，拜任我行无法习得。  

 Cixue：一着晕， 几率为exp判断1/2， 成功失败自己都busy 3下，对

方不busy.叫杀. 对xf 杀手偶尔生效， 对husong 偶尔生效， 对task 

很好用.  

 Ciwan：打掉对手武器， 对手长时间不能装备武器， 命中经验判断

1/3，不叫杀. 很好，很实用.  

 Feiying：战斗中使用， 自己长时间加成dodge有效等级， 加成系数

不知， 600dodge，450 葵花，powerup加feiying后， dodge有效等级

在1110~1120之间.可以和其他门牌提高dodge的pfm效果叠加，叠加后

是很猛的，比如武当的zong.  

 Cimu：群体化学攻击，带debuff效果。  

 吸星大法 

半公共的内功心法： 不是必须拜任我行，具体可以参见：无门派武功攻略. 
此处提示一部分注意事项： 

1) 如果不是任我行的弟子的话，吸的POT超多少(300 可能？)，是会抽风，

掉 内力最大值，掉特殊内力等级的（ivanfox提供信息） 

2) 拜任我行之后，成为任我行的弟子，作为好处，你就不会发疯了。 

3) 不拜任我行可以学铁板床，必须放弃特殊内功。放弃道学， 佛法。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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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丙wgogo大侠提示）（补：楚氏内功兼容吸星大法，杀手帮的功夫）

（ivanfox白驼山的高手: 吸星和蛤蟆功不冲突） 

du bed 
你正专心研读铁板上的文字.  

你的「吸星大法」进步了！ 

你对铁板上的文字研读了一会，似乎对吸星大法有些心得， 

4) wgogo测试结论： 286的有效内功等级可以吸到9000多的内力。没有明

确上限限制。 

5) 吸最大内力有潜能经验拿的 (mytoy大侠） 5. 抽风： 吸了一下，就甩

都甩不掉了，叮在那儿吸呀吸的，然后就走火了，掉了25级， 到366级

了。开始潜能0，很快就300了，然后提示内力无法控制，然后走火。一

走火倒立即就甩掉了。 halt;quit 没用。 (wgogo关于吸星大法的测试）  

 梅庄四友的四门武功 

拜任我行后可学习梅庄四友的四门武功特技，并分别获得四个pfm。  

梅庄任务提示 

1、梅庄四友，70级左右可以打过。(少侠路人丙wgogo) 

2、地道里有人就不可以再进人，这是防止帮忙完成梅庄任务的设置，梅庄任务只能自己完成，包括拿钢丝

锯 (icer天神wiz) 

■第二个人：进地道(pull tong huan) “你触动了机关，只见一把长剑忽然从地道里飞出，正刺中

你的胸口！” （后进地道的人会真死） 

3、找四友拿钥匙时记得先找秃笔翁，可能触发了学判官笔法的事件，不给钥匙，而给判官笔法，浪费了四

宝之一，可以多带一本书发帖(alucar大侠，pizzagoo大侠) 

■普通列表项目hash大侠提示：先问秃笔翁，没问是学判官笔  

2.12.7 新手任务 

2.12.7.1 帮厨 

注：2万经验前可以接的日月新手任务.  

这是日月弟子入门后就可以做的新手任务， 直接可以做到两万， 没有技能

和属性的要求， 没有CD. 我大概做到一万多经验时的体会是: 这个任务是一个

变相的钓鱼， 速度比钓鱼快很多.  

任务流程 拜师后， 系统会提示你可以开始接新手任务了.起始地点在厨房

(白虎堂内厅东面， 从童百熊所在的小村出发n;n;n;e;n;e. 向厨师打听“help”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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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厨会给你两个任务: 点火或者做饭.  

点火:  

ask xingabout help 
你向刑波豹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刑波豹说道：「你去帮我把灶台点着吧，我马上要做饭了了。柴火

就在西面的柴房，你拿过来之后把柴加进(add)灶台，点火(dianhuo)就好了。」  

接下来：  

w;s;w;w;getchai;e;e;n;e;add 

 一次可以捡一个柴火， 

 一个柴火不够点火， 需要多次往返取柴火. 

 点火的需要先捡起火折(get fire)， 然后点火(dianhuo)，  

 点火有几率失败， 而且火折属于特殊物品， 携带火折则不能离开房

间， 需要放下火折(drop fire). 

做饭: 相当于点火的任务上再加一个做饭的步骤. 需要向大师父打听食材， 

得到白菜/豆腐/茄子/粉条中的一种， 先按照点火的步骤把灶台生上火， 然后用

做菜的命令(zuocai 食材名)， 做好之后到内厅(厨房西面的房间)使用端菜的命令

(duan)， 任务就完成了.  

ask xing about 食材 

你向刑波豹打听有关『食材』的消息。 刑波豹拿出一份粉条交给你，你去帮我做好它吧。  

（可以用id命令查看身上物品所对应的id，方便输入命令时候引用）  

id 

你(你)身上携带物品的别称如下(右方) : 粉条 = fen tiao  

dianhuo 
你努力点燃灶台里的柴火，终于成功了。  

zuocai fen tiao 
你把粉条倒进了灶台上的锅里，开始炒菜。 你不断地翻炒锅里的菜。 你端出了一盘菠菜粉条香气四溢，

十分诱人。  

w;duan 

你端上一盘菠菜粉条香气四溢，大家垂涎欲滴。  

Basara大侠点评:  

 优点 可以获得不错的经验/潜能/声望奖励， 速度比钓鱼强多了 

 缺点 比较机械化， 跟钓鱼是一个原理， 建议适量奖励空手功夫和门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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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2 帮工 

经验一万五千后， 系统会提示你可以接另一项新手任务:修缮黑木崖的竹篓. 

这个任务可以一直做到五万五.  

任务的流程： 到小村东面的竹林里， 会见到大砍刀， 捡起并装备砍刀， 可

以劈竹子， 然后把竹子削成竹条， 凑齐6个竹条后就可以去黑木崖下编竹篓(有

几率失败， 失败了需要重新劈竹子削竹条. 另外， 柴刀是特殊物品， 不能带

离竹林， 需要drop kandao. 编竹篓成功后任务完成， 奖励经验/潜能/声望， 有

几率奖励内力上限. 这个任务会有CD， 这期间可以向师傅学学技能， 打打坐

吐吐纳， 因为下一个任务开始对技能气血和内力有一定要求.  

get kan dao 
你捡起一把砍刀。  

wield kan dao 
只听「噌」的一声，你手中多了一把砍刀。  

pi 
你大喝一声，使出吃奶的力气劈向一根竹子。 你使劲把竹身上的裂纹扩大。 一棵大竹子轰然倒下，你满

意的摆了个很帅的造型。  

xiao 

你削下了一段竹条。 大竹子被你削得一丝不剩了。  

 优点 流程简单而且有内力奖励 

 缺点 下一个任务开始难度加大， 这个新手任务可以紧接着帮厨一直

无伤的做到五万五经验， 频繁使用砍刀， 但是一点兵器功夫不加， 而

且也没有适度的门忠奖励， 日月的门忠还是比较重要的 

2.12.7.3 附带：门忠 

门忠任务并不是日月新手任务之一， 但是要完成下一个任务， 很有可能玩

家需要做做日月的门忠任务， 否则拜不了高级师傅.  

因这个时候你的经验可能已经在五万左右， 而技能有可能没怎么学或者很

少.这时候你去接下一下新手任务(比武)时， 会发现自己弱不禁风， 频频被打晕. 

只有fullskill且有一定的内力气血前提下才能互有胜负. 而常驻初级师傅鲍大楚

只有40-50级的功夫， 要想拜上一级的师傅， 你需要至少400的门忠和-5000的

道德. 这里我想讲讲我的经历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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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4.5万经验左右时直接去接紫衫使者的比武任务后， 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对

手， 频频被放躺打晕. 通过读书和向师傅学习， 把技能拉至40-50左右， 还是

不行. 于是我决定拜贾布/上官云. 两人第一个提示是让我去吃圣药. 我在童百熊

那里吃了三尸脑神丹后， 再去拜师提示门派贡献不够， 将门忠做到400后， 再

拜提示道德不够低. 我在这期间打坐挂机时， 三尸脑神丹毒性发作， 真死一次， 

潜能掉一万. 个人建议圣药作为最后一项判定. 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三尸脑神

丹并不是按照24小时计算， 而是按照年龄计算. 我大概在差两三个小时到15岁

时第一次服食丹药， 结果两三个小时后就提示药效过期发作了. 三尸脑神丹发

作真死后， 药效不除， 你会像疯狗一样见人就杀(而且看不到提示)， 我从武

庙出来后到了中心广场， 莫名其妙的就向玩家出手， 被打晕. 我用主id把晕倒

的日月新手扛回自己家， 结果醒了后又向我的主id出手， 再次致晕. 所以这时

候最好赶快quit， 然后从客店有接引人送到童百熊那里， 上天保佑他老人家还

活着， 否则你还是拿不到解药. 更加坑爹的是这个药需要在提示后才能去领， 

提示时间离发作大概只有10分钟， 连一次更新都不够. 另外， 获得解药需要门

忠， 公式是(年龄-14)x100， 可见日月玩家需要记得提高门忠.  

向朱雀堂内堂的向问天要门忠任务(ask xiang about quest)， 如果完不成可以

ask xiang about cancelquest， 有惩罚但是没有CD， 做了门忠任务的感触是， 如

果能连续完成奖励非常不错， 推荐玩家这个阶段把时间花在门忠上，对于将来

拜师和保命都很重要. 不过门忠需对游戏有一定的熟悉和金钱， 如何让纯新手

上手门忠也是个问题.  

2.12.7.3.1 比武 

经验四万五千后， 系统提示你可以接下一轮任务: 比武. 这个任务我一直做

得不得要领， 所以也没什么心得可以分享. 目前看来需要在full的状态去完成还

好一些(满技能， 内力气血高一些). 这个任务在黑木崖上， 坐竹篓有重量限制. 

需要的话可以drop武器和盔甲， 因为比武场里可以用(na)这个命令获得剑，刀， 

甲.  

接任务后到比武场ask xxx about fight开始打斗， 对方会使用其他门派的武

功， 玩家可以看看与别派武功对战的效果，以熟悉其他门派. 我去了几次都是

频繁被打晕， 一看sc， 发现对手很强， 而且这个阶段有些门派已经开始出p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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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系统帮助里显示无论输赢都会获得技能奖励， full武功后， 我做了七八次

有输有赢， 一直没发现有什么技能奖励. 而且为了活命， 我光做门忠就把我的

经验堆到七万了， 已经接近可以接下一个新手任务了.  

 优点 可以在很早的情况下了解别派武功的特点 

 缺点 与上一个任务缺乏衔接， 单纯新手任务可以无技能做到5万， 而

这个任务需要几乎满技能. 中间缺乏提示和指导， 对纯新手打击比较

大. 而且任务本身也缺乏提示，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算完成. 

2.12.7.3.2 奸细任务 

这个任务相对有趣一些. 流程是经验六万五以后， 可以在黑木崖看告示(l 

goashi)， 得到一个奸细的名字， 然后你就在下至秦长老上至黑木崖这个范围内

走动， 会发现一个原来该房间没有的npc， 那就是奸细. 你在该房间停留个几

秒， 奸细会自动对你下kill指令(你也可以look这个npc来触发)， 你一定要看清

楚奸细的名字， 用全称下kill指令， 我的第一个奸细化装成王铁匠出现在厨房， 

我下了kill wang， 结果发现大厨也姓王…  

奸细的武功要比比武弟子低得多， 技能接近full的状态下， 注意吸气(exert 

recover)可以完胜奸细. 奖励也很不错， 完成后可以再去看告示接下一个奸细任

务. 如果需要上黑木崖， 要注意自己身上的装备情况， 小心光膀子对上奸细. 另

外， 这个任务有CD.  

 优点 趣味性比较强， 安全系数和奖励也合理. 

 缺点 没发现什么缺点， 这是我觉得最棒的日月新手任务 

2.12.7.3.3 监狱任务 

这个任务使日月新手最后一个任务， 也是一个可以无限做下去的任务. 分

为送饭， 巡逻和拷打三部分.  

向狱头打听help后他会给你一个牢房钥匙，而且告诉具体任务和房间号. 如

果是送饭和拷打任务. 要看一眼地图(l map). 然后到指定房间用(open 方向， 比

如open north)来打开房间门， 进去送饭或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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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饭 

(这个任务最简单)  

ask yang about job 

你向阳团颖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阳团颖说道：「黑木崖上的奸细越来越多，被我们关在里监狱里，

你去送牢饭吧。」 阳团颖说道：「记得你要去送饭(songfan)的是巳号房。」  

na 
你拿起一个食盒。  

l he 

食盒(Shi he) 这是一盒日月神教监狱的囚饭。  

open south 
你打开了南面的监狱大门。  

songfan 
你把身上的食盒交给这里的囚犯。 囚犯狼吞虎咽的吃完了食盒里的饭菜。 可以去看看狱卒有没有其他事

情需要你做。  

拷打 

(也没有难度， 就是拷打时间比较长) 

你向阳团颖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阳团颖说道：「黑木崖上的奸细越来越多，被我们关在里监狱里，

你去逼供吧。」 阳团颖说道：「你要拷打(kaoda)的人被关在戌号房。」  

open north 
你打开了北面的监狱大门。  

kaoda 

马上你要开始拷问犯人了，注意别弄死人了。你可以选择拷打：“zhongda”，淋水：“linshui”或者休

息：“xiuxi”  

犯人快晕了，想办法让他清醒点。/犯人竟然睡着了，淋他一头水让他清醒点。/犯人已经没有知觉了，需

要清醒一下。  

linshui 

犯人和你都累了，歇会再打吧。/犯人没什么，你自己倒是打累了。  

xiuxi 

犯人道：再重点，给爷爷挠痒痒呢？/犯人笑嘻嘻的望着你，你想想，等会再收拾他。/犯人悠闲地哼起了

小曲。/犯人恶狠狠看了你一眼，并不屈服。  

zhongda 

犯人颤声道：我受不了了，什么都招啊！ 你可以回狱卒那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事。  

巡逻 

流程就是在监狱的过道里走动， 有busy， 有时候会遇到越狱的， 遇到越

狱的后就不再有busy了， 但是越狱的会自动逃跑， 需要你来回走动追杀. 杀死

越狱的或走动到一定次数后即会提示你任务完成  

一个犯人从牢房里逃了出来。 

南侠wiki  第421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你可以选择打死或者打晕他。 

过道 

狱中龙 

荆凝(Jing ning) <战斗中>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west、south、east 和 north。 

荆凝大喝一声：挡我者死！夺路而去。 

你杀死了在逃的荆凝，可以去狱卒那看看还有什么事。 

监狱任务是整体奖励， 做完几个后再问狱头help时一起奖励.  

2.12.7.3.4 补充 

 和紫衫使者的弟子比武，赢一次，有时需要赢两次，可以得到奖励。

技能80左右，日月刀剑护备，碰运气也许能打过，打不过有很大可能

被打晕或者被金花飞死。不如先去做门忠，直接跳到监狱任务。 

 日月新手任务死了不计死亡次数，也没有损失。 

 三尸每次发作是mudage提示你到下一岁前的10分钟左右. 找童百熊问

就行. 吃了又是一岁. 问任盈盈无效. 

 门忠够吃永久解药再吃三尸丹 

2.13 神龙 

2.13.1 简介 

神龙教是由教主洪安通等人创立起来的一个海外邪教，该教以海外神龙岛为

据点，训练士众，并向中原地区秘密渗透。向来是被官府所禁止的四大教会之一。

该教下属黄、赤、青、白、黑五大门，教内高手林立，各类厅功为中原人士所不

熟知，加上教内人久居灵蛇岛，对于蛇毒十分在行，并搜罗了一批精于医术之人，

研制各类奇毒异药，往往令人听之变色。 

2.13.2 人物 

 神龙教教主：洪安通 

 教主夫人：苏荃 

 黄龙门掌门使 殷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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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门掌门使 张淡月 

 赤龙门掌门使 无根道长 

 青龙门掌门使 许雪亭 

 白龙门掌门使 钟志灵 

 神龙教军师 陆高轩 

 左护法 胖头陀 

 右护法 瘦头陀 

 小头目：章老三 

 各门男女弟子若干 

2.13.3 武功 

内功 

 神龙心法(shenlong-xinfa)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技能： 

1、自疗 [exert/yun heal] 

■功能：回复气血。 

■要求：神龙心法20级，当前内力50。 

2、加力 [exert/yun powerup] 

■功能：加强攻击和躲闪。 

■要求：当前内力200，神龙心法600级以后达到1/3效果 

3、唱游 [exert/yun chang] 

■功能：增强攻击，降低防御和躲闪，可重复使用最多4次。 

■要求：等级100级，内力300。 

4、摄心 [exert/yun shexin] 

■功能：伤敌气血上限，但自身精神受损，有概率叫杀。 

■要求：神龙心法100级，内力300，精100。 

兵器功夫 

 神龙鞭法(shenlong-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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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whip。 

■学习条件：神龙心法3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持鞭，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1、缠绕 [perform whip.chan] 

■功能：使对手busy。 

■要求：持鞭，内力400。 

2、云起龙骥 [perform whip.yunqi] 

■功能：根据彼此最大内力或者当前内力，给对方造成巨大伤害及上限伤害。 

■要求：持鞭，神龙鞭法80级，内力300。 

 毒龙匕法(dulong-bi)：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dagger。 

■学习条件：神龙心法50级，最大内力高于200 

■练习条件：持匕首，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1、英雄三招 [perform dagger.yingxiong]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每次没有命中的情况下攻击下一次，最多三次，攻击力递增，并且第三次有

致盲效果。 

■要求：毒龙匕法150级，内力300，有效内功150，需激发神龙心法。需要解密，bai hong，门忠

2000，42章经3本升使者，然后ask hong about 绝招。 

2、美人三招 [perform dagger.meiren] 

■功能：强力连续攻击三次，并且有概率额外攻击几次。附加3招：需要洪安通弟子，升级使者（即

学会英雄三招）。附加六招：需要过劫难。附加九招：需要420级招蛇术，神龙弟子。 

■要求：毒龙匕法150级，内力50，神龙心法150级，需激发神龙心法。需要解密，bai hong，ask 

su about 韦小宝，然后不停的去小宝哪里问神龙岛上的三个老婆MM，su，mu 和 fangyi，最后去ask su，

她就出墙教你了。 

3、孤注一掷 [perform dagger.zhi] 

■功能：偷袭对手 

■要求：身上有匕首，神龙心法和毒龙匕法120，内力200。 

空手武功 

 化骨绵掌(huagu-mianzha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空手，神龙心法30级，基本内功高于50，最大内力高于3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８，耗气、内力 

■特殊攻击： 

1、辣手化骨 [perform strike.hua] 

■功能：使对方降低攻防，可重复使用。 

■要求：神龙心法50级，化骨绵掌40级，内力300。 

2、绵绵不绝 [perform strike.buj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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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加强连击或者持续连击。 

■要求：神龙心法及化骨绵掌120，当前内力800以上，加力大于50。 

轻功 

 意形步法(yixingbu)：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无 

其他 

■养蛇之技(yangsheshu)、招蛇之术(zhaosheshu) 

■用途：可以在战斗中输入zhaoshe来保护自己。并有一定几率解除战斗状态（busy）。蛇的功夫等级完

全和召唤者的技能有关。 

2.13.4 拜师 

想要拜神龙教，先要在找到神龙岛，神龙岛在海外，需从天津塘沽口坐船前

往。如果是神龙教的弟子，则无需请船夫帮忙，直接find boat即可。神龙岛左右

护法胖瘦尊者皆可作为入门师傅，但拜师之前必须先入教，神龙岛最忌讳判师之

徒，加入其他帮会或门派者一概不收，经验超过1000者也不收。神龙教成天和神

龙为伍，身法低于20者也不收。功夫高了之后可以拜陆高轩。 

2.13.5 高级攻略 

2.13.5.1 属性选择 

神龙的特色是对先天身法的要求，先天身法对神龙教影响巨大，个别perform

的命中和伤害与先天身法有关，尤其是英雄三招的命中和CD时间。其它属性没

有特别之处，因此推荐属性：20 10 20 30。容貌，灵性不说了，富源一般选30，

虽然神龙做xf很好，但不差那点奖励的功夫，没有必要选10。（如果不是为了偷

师，不推荐10福缘）  

现在貌似身法跟perform无关，先天属性认真选择。 

2.13.5.2 关于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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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可以拜胖，瘦头陀，分别在山下的码头附近和山顶。拜师要先天身法>20，

而且先要入教。Ask xxx about 入教。然后答应就行了。神龙不收判师的，所以

要玩神龙就早拜，或出师。第一个师傅可以学到神龙心法和神龙鞭法。  

第二个师傅是陆高轩，在穿过树林的屋子里，要400门忠和一定的声望。可

以学到招蛇和养蛇各100级。没有毒龙匕法。  

神龙的终极master就是教主洪安通了（五龙使居然不能拜，看起来神龙应该

是个没做好的门派）。拜洪要1500门忠和负道德。主要技能就是神龙心法360级，

毒龙匕法，招蛇和养蛇各210级（奇怪的等级？？？）。  

2.13.5.3 武功评价 

神龙武功少而精，无拳脚互备，无武器互备（强烈鄙视dbr左手拿鞭子发chan）。  

1) 神龙鞭法：普通攻击不错。有个chan，初期不错，经验判断，做xf，hyd，

爬塔，过劫难都靠他了。还有个perform whip.yunqi，化学四招，描述很

酷，没大用，初期没英雄三招时可以用来磨明教杀手。 

2) 毒龙匕法：meiren，物理三招，毒龙匕150级后可发，只耗50内力，busy

时间长，要解谜，300后有机率再出三招，命中不太稳定，但伤害大，

也许这就是用匕首的特色吧。Yingxiong，化学三招，中一招后面的就不

出了，一招强一招，busy也越来越长，第三招命中有致盲效果（对npc

似乎没用）并叫杀，致盲时间和毒龙匕等级有关，好象加力有效，有CD

时间，可以继续出yingxiong，这一点是其他化学不能比的。Perform 

dagger.zhi 神龙的偷袭功夫，身上带匕首，注意不是手上拿的，所以发

招的时候要把你autoload的匕首拿在手里，不然扔出去就捡不回来了。 

3) 化骨绵掌：练习耗内力少，可以用来 lingwu strike涨臂力。Perform 

strike.hua 命中降对手攻击，本来不错，可以目前南侠busy是主流，所以

就没用了。Perform strike.bujue 要加力才能发，好象就是攻击一招，有

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效果，没弄明白。（根据wiki描述，效果应该是持续性

连招，释放成功的话，每过几个心跳就会释放一次连招） 

4) 招蛇养蛇：可以招蛇，zhaoshe，类似与朝廷招大内，但远远不如alert，

招蛇只是有几率解除战斗状态，不能解busy。不知道等级高了有没有改

进，尝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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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龙心法：不错的内功。Powerup 初期为1/5，等级高了就1/3了，缺点

是时间短了点。Chang，好象到300级能chang四下，降躲闪，加攻击，

唱满了后描述加好多，作用时间长，但失效的时候有一点busy。Shexin，

摄心术，有两个描述，一个是打气血，一个打精神，好象是随机的，不

用战斗就能发，但在安全区不能用。用来杀挡路的，如宋远桥，不错，

另外爬塔也能用上。 

2.13.5.4 任务攻略 

 慕容：初期没有毒龙匕法，就用鞭子就行了，也不用chan了，时间短，

神龙先天身法高，叛徒打不到你。 

 推车：没学到meiren的时候用chan，抽跑劫匪就行了。有美人就用美人，

神龙推车初期还不错，高伤害输出，低内力消耗，我几M的时候推车

从一匪一直磨到出四匪还推了好几轮，这是其他门派不能比的，轮数

多了就exert chang，增加美人的命中。但现在主流是机器人推车，手动

太累了。神龙后期也照推，（参照小花，organic）不过效率低了点，原

因是美人busy时间长，不是很爽。 

 萧峰：神龙做xf就是一个英雄，有缺点，但综合不错。神龙鞭法两三

百级就能chan住杀手了，所以神龙的很早就能做xf。初期没英雄就用鞭

子的yunqi磨明教杀手，其他的就美人或平砍。总体思路就是busy，可

以用fight shashou，perform chan ，uwwield， zhaoshe， busy成了就hit

一下再往下做，不成就继续busy，后面的招蛇很好，特别是对星宿，

大轮，日月的变态杀手，小蛇不会打死杀手，还能抗招，如果和杀手

有仇，还有几率解开。下面对杀，擒，劝和战胜分别介绍： 

 杀：缠住了就一直英雄到死，不是明教的可以用美人，不过我喜欢

一直英雄，杀手busy时间短，美人命中不稳定，busy还长。不过一般

功夫不是差太多，powerup了美人打杀手没问题。 

 擒：同杀，chan住了就一直英雄到杀手倒下，不要用美人，因为美

人很容易打上限，就把杀手打死了，一直英雄保证杀手不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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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缠住了就英雄，注意控制伤害。这是英雄的弱点，很容易把杀

手打死了，我四项中就是劝的完成率最低。我的经验一般是，如果

不出第三招，要打两下英雄后halt，quan。第一下就出第三招要halt，

quan，如果杀手不走，要离开一下，因为杀手已经对你叫杀了，醒

来就和你拼命，离开等杀手醒来后在打他就不是叫杀状态了。如果

杀手中了一个一或二招，再中第三招，十有八九就死了，没办法。 

 战胜：缠住了就平砍，打到杀手败了就ask，不认输给杀手治伤后再

来。如果结仇要注意halt，不然就把杀手打死了，这里zhaoshe不错。 

 胡一刀：神龙做hyd不错，chan住了就meiren到死。缠的时间足够长，

这里怀疑dbr的chan的设定要比玩家的弱不少。初期dbr经验不高，所以

chan的命中率非常高，可到了大概40M后，chan的命中明显降低，不过

依仗着高身法，我要是不被瞎眼，从不halt，就是一直缠。被瞎了也不

要怕，halt，zhaoshe，yun recover，再往一个方向跑就行了。我经验到

50M大概做了1000+hyd，就是初期被瞎眼后手忙脚乱死了两次，10M

后就因为接电话死了一次。大胆点没事，不知道经验再高了以后，dbr

是不是会变得更bt，要是chan不住就没戏了，不过可以考虑出师后继续

做hyd。 

 百晓生：要是考虑纯门派做百晓生的挑战，神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

原因是什么任务都能做。都不是效率最高的，但都能做。我的顺序一

般是推车，xf，hyd，murong，慕容可以夹在hyd里做，要是遇到bt地点

就放弃，杀个dbr再要murong。不知不觉的有300+百晓生了，宝石哗哗

的，这就是手动的乐趣。 

 万安塔：纯神龙爬四层没问题，缠住了就美人，有明教的就英雄，要

是被日月的刺腕了就用shexin。五层以上不用想了，busy不住，就不用

爬了。 

2.13.5.5 成长历程 

（朱熹任务已于2012-08-19 09:49:18关闭 请新手注意） 神龙的初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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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先钓鱼+各种读书，然后full skill到73，开始做门忠，原因是要在发呆室时拜

到陆高轩。门忠到400后做murong要声望，够了后就拜陆，可以学到招蛇和养蛇

了，10w的时候挂朱熹把功夫都full到100，就开始慕容了。现在的主流是护卫，

但对于新手我还是推荐手动慕容到50w后推车，原因是熟悉南侠的地图，为后来

的xf和hyd打下良好的基础。50w时把门忠做满，（也可以混比武）拜洪。推车到

1M后就可以尝试做xf。推车和xf一块到3M后，full功夫开始hyd，hyd，xf，爬塔，

推车一块做，这个时期应该是最有乐趣，最享受南侠的时候。等到hyd次数够了

就可以去保卫了。这时候塔可以不用爬了，因为四层奖励的太少了。  

2.13.5.6 出师相关 

神龙50M就可以尝试过劫难，书在wiki里有介绍拿法，拿不了的就chat一下，

总有热心人帮忙的。打大宗师和做xf差不多，chan，zhaoshe，缠住了就yingxiong，

应为大宗师经验要比你高不少，meiren命中很差，yingxiong很好，很强大，busy

时间里肯定能打死大宗师。过了劫难就可以考虑出师/判师的线路了。  

神龙有连招，有化学，busy差了点，所以出师到busy强的门派应该很好，比

如武当，峨眉。要是只做hyd，到朝廷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要是想判一圈再到武

当或少林养老可以考虑全真，慕容什么的。过了劫难路子就宽了很多。  

2.13.5.7 神龙秘密 

 美人三招：拜洪后，到苏荃那里问韦小宝，再到韦小宝那里问他的几

个老婆，拿信，在北京和神龙岛来回几趟就ok了，最后再问苏荃她就

教你了。 

 英雄三招：拜洪后，问他，再给他八本四十二章经，最后再问他就学

会了。学会后你就成了神龙教X龙使了。 

 去神龙岛：神龙弟子有福利，find boat，1秒钟内到，dbr，shashou在神

龙岛的省不少时间。 

 神龙深谷：陆高轩附近的山泉那里climb down，基本轻功至少200才能

爬回来，进去后可以enter hole，再enter就到神龙潭了，里面有毒龙鞭，

神龙初期不错的武器。神龙鞭法的普通攻击配蓝色的神龙鞭子，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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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酷。 

 雄黄酒：在方怡或沐剑平那里要，喝完后岛上的蛇就不叫杀了。人人

都有效。这里强烈抗议，这应该是神龙教的福利才对！！！ 

 神龙地道：在山顶上一直向里和北走到头，look light一直到出现不一

样的描述，push light就进去了，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hyd时有用。怀

疑这里应该是个烂尾！！！出来push就可以了。 

 五龙使：五龙堂里有五龙使，其中一个可以问百花蝮蛇膏，不过没有

膏，whuan说还没开放。又是一个烂尾！！！ 

 古刺客秘笈：神龙弟子向陆高轩要，可以读dagger到100。 

 升天丸：神龙弟子向陆要，吃了真死一次，解毒。亲身体验的，死了

还用解毒吗？有个p用啊！！！怀疑还是个烂尾！！！ 

2.13.5.8 总结 

神龙是个很全面的门派，武功少而精，什么任务都能做，但效率都不是很高。

由于先天属性要高身法，低悟性和根骨，使得神龙不受大家喜爱，不过这种另类

的玩法还是挺有乐趣的。不知道wiz什么时候把神龙教做完整，感觉现在就只是

为了dbr而设计的一个门派。另外补充一个神龙的福利：大财主小花可对神龙有

奖励哦！！！50M就有天宝石了 (已经没有了）。 

2.14 星宿 

2.14.1 星宿派简介 

星宿派的开山祖师丁春秋，师乘是逍遥派。逍遥派的武功是道家的一派，但

是丁春秋一生精於炼毒，已不同於道家的炼丹。星宿派的功夫基本都是丁春秋叛

师後自创，主要在“毒”字上下的功夫。掌上带毒、暗器上带毒、化功大法吸人内

力，江湖上人提起，无不谈虎色变。 

2.14.2 星宿派人物简介 

 星宿掌门：丁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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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弟子：摘星子、狮吼子、天狼子、出尘子、飘然子、阿紫 

 五代弟子：采花子 

 鼓手、号手、钹手若干 

 此外尚有一逍遥派长老李秋水隐居于星宿。 

2.14.3 星宿派武功简介 

内功 

 化功大法(huagong-dafa) 

■可激发为force 

■学习条件：需放弃其他门派内功，和尚道士不能学，基本毒计不足350级时，化功大法等级不能超毒计2

倍，级别较高时对道德有要求。道德低于-5000000不再限制。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吸气 exert/yun qisuck 

■功能：吸取临时气血。 

■要求：化功大法3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10 

2、吸精 exert/yun jingsuck 

■功能：吸取临时精神。 

■要求：化功大法45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10 

3、吸内力 exert/yun neilisuck 

■功能：吸取临时内力。 

■要求：化功大法6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20 

4、吸永久内力 exert/yun maxsuck 

■功能：吸取内力上限。 

■要求：化功大法9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20 

■注意：maxsuck时如果最大内力超过内功可支持的限度，则会有走火入魔的危险 

5、点火 exert/yun dianhuo 

■功能：点火摆酷，为火墙/火球做准备 

■要求：化功大法90级，内力200 

6、化字诀，exert/yun hua 

■功能：短暂busy对手和化去对手内力 

■要求：化功大法、基本内功、基本毒技各180级，最大内力1000，内力500 

7、驱毒 exert/yun qudu 

■功能：驱除星宿的各种毒和西域蛇毒 

■要求：化功大法、基本毒技各100级，内力300。 

空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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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星手(zhaixing-shou) 

■可激发为throwing或者hand 

■学习条件：化功大法30级，最大内力100，空手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气 

■特殊攻击： 

1、弹 perform hand.tan 

■功能：偷袭，打伤敌人气血上限。 

■要求：摘星手50级，化功大法50级，内力大于100，身上带有暗器（星宿弟子可向阿紫要碧磷针，

需要门忠大于200）可以将蒙汗药、断肠散等毒药涂（tu）到碧磷针上以增强功效。到自身级别门忠达到

一定程度，可向后山的大弟子要到烁心弹、穿心钉、极乐刺、无形粉等高级暗器。 

可与星宿毒掌互备bei zhaixing-shou xingxiu-duzhang 

 星宿毒掌：(xingxiu-duzhang) 

■学习条件：化功大法10级，最大内力60，空手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8，耗气 

■特殊设置： 

set xx_poison 散毒 ：随机出自动perform。 

set xx_poison 内敛 ：普通攻击不带毒。 

set xx_poison 正常 ：普通攻击随机带毒。 

■特殊攻击： 

1、散毒 perform strike.sandu 

■功能：打伤敌人气血上限并使敌人中毒。 

■要求：激发化功大法，化功大法有效等级150，星宿毒掌有效等级150，内力大于300。 

2、随机出自动perform 

■要求：内功50级，内力大于100，perform成功自动减100内力 

3、火球 perform strike.huoqiu 

■功能：使用火球攻击对手，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最大内力2500，内力1000，化功大法180，毒技150，星宿毒掌180，激发掌法和招架为

星宿毒掌。 

4、火墙 perform strike.huoqiang 

■功能：比拼内力，双方busy，内力不断减少，必有至少一方死亡 

■要求：最大内力2000，内力1400，化功大法240，毒技120，星宿毒掌150，激发掌法和招架为

星宿毒掌。 

5、抽髓 perform strike.chousui 

■功能：连续攻击敌人，使敌人内力外泄 

■要求：空手，激发化功大法，化功大法150，星宿毒掌150，后天膂力35，最大内力2500，当前

内力1000。 

6、腐尸毒 perform strike.fushidu 

■功能：将腐烂的尸体附以奇毒，出其不意攻击敌人 

■要求：空手，激发星宿毒掌为parry，星宿毒掌220，化功大法120，毒技120，身边有腐烂的尸

体 

7、三笑逍遥散 perform strike.sanxiao 

■功能：使用星宿毒掌将三笑逍遥散散出攻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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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星宿毒掌100，化功大法100，身上持有三笑逍遥散 

8、穿心诀 perform strike.chuanxin 

■功能：在对手中穿心钉的情况下，打中后将完全限制对手的外功(perform)的使用。对手正常状态

下，穿心诀为一化学攻击。 

■要求：化功大法级别100，星宿毒掌级别100. 

■可与摘星手互备bei zhaixing-shou xingxiu-duzhang 

轻功 

 摘星功(zhaixinggong)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大于40，耗气 

■特殊攻击：无 

兵器功夫 

 天山杖法(tianshan-zhang)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80 

■练习条件：持杖，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1、冰魄寒毒 perform staff.handu 

■功能：伤害对手并使对手中毒 

■要求：激发化功大法，化功大法有效等级180，天山杖法有效等级180，内力400。 

2、飞掷 perform staff.feizhi 

■功能：将兵器掷出伤害对手 

■要求：激发化功大法，化功大法180级，天山杖法100级，基本杖法100级，最大内力500，内力

200 

3、活色生香 perform staff.huose 

■功能：连续四招攻击对手，造成物理攻击，化学攻击，busy，毒伤 

■要求：天山杖法100级，基本杖法100级，基本毒技100级以及化功大法100级，手持杖类兵器，

最大内力1200及当前内力200。经验达到一定程度后，不可去钓鱼，否则无法使用活色生香。 

2.14.4 拜师必读 

星宿入门必须向门派各位尊长请安后，方可拜阿紫，命令是qingan。 

星宿掌门不喜欢弟子去做红豆以及钓鱼任务，如果在一定经验后做以上2种 

任务，将给成长带来极大影响 

师门忠诚度200可以拜狮吼子，500可以拜摘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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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可拜丁春秋，同时需要10000负道德，需要对他拍马。 

拜李秋水需要10万负道德，师门忠诚度1500， 化功大法130级，天山杖法120

级。 

星宿派涨师门忠诚度找阿紫(ask azi about quest)。 

星宿派道德太高(大于0)有被开除的危险，大家需要注意！ 

初入星宿后，可以通过学习炼制冰魄杖来渡过新手时期，并且能获益匪浅。

不过100k经验以前出不了新手区，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新手任务达到100k后才能到

江湖中闯荡. 

2.14.5 星宿迷题提示 

 天山器法 

听说摘星子有一本关于暗器的秘籍，也许对星宿足够忠诚的话，他会给你拿

回去研究。 

 星宿毒经 

星宿毒经为星宿宝典，可以学习毒技，四处找找吧。 

 冰魄杖 

想发挥天山杖法的威力，自然离不开冰魄杖，找人问问吧。 

 碧磷针 

用毒自然要用暗器才好，自己造不出来，只能找人要啦。 

 其他 

山上天气凉，在外面睡觉可不行，也许可以找个山洞什么的。 

 延至馆 

后山延至馆的井有些古怪，仔细观察观察。 

 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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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宿提高毒技、先天属性、经验的方法，山洞很阴暗，没有照明工具是进不

去的。 

2.14.6 高级攻略 

2.14.6.1 前 言 

星宿，唯一至邪的门派，不淫不邪勿入！ 

星宿门人 德配天地 威震当世 古今无比！ 

让星宿火焰烧遍整个南侠的角落！ 

2.14.6.2 天赋篇 

众所周知星宿是一个空手武功和内功见长的门派，那么选id，臂力和根骨是

首要，根骨影响maxsuck，最好是都选30，悟性高低代表学东西、领悟的快慢，

身法则没有太多要求。 

故建议选择：臂力30 悟性10 根骨30 身法10  

福缘xx容貌xx福缘和容貌看自己喜好选择，福缘高点的话，解密或者任务都

有些好处，因此推荐30福缘（三笑逍遥散需要低福缘，不过不推荐）。容貌根据

自己的爱好随意（不过想玩易容的朋友可以考虑容貌20）。  

2.14.6.3 武学篇 

内功 

 化功大法 

化功大法是门不错的内功，为星宿派的看家内功，稍微详述下qudu和hua的效果。  

■qudu：化功大法有驱毒功能，只能驱星宿毒掌和冰魄毒。 

■hua：[化字大决]是化功大法300级后的一个pfm，yun hua能busy对手和化去对手内力，耗500内力。 

■maxsuck:吸内力上限，公式和天龙寺北冥神功吸上限的公式差不多。 

■neilisuck：在maxsuck已满的状态下（会有提示），neilisuck可以无限吸内力（现在cut到3倍最大内

力）。这个是化功大法独有的特色，要善加利用。 

 小无相功 

小无相功可以向李秋水习得，是唯一一门不和化功大法冲突的内功。特殊之处是exert shield，可以提高

防御力。如果星宿弟子打算做task，则主打内功推荐选择小无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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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功夫 

 天山杖法 

天山杖法的pfm比较鸡肋，有冰魄寒毒和飞杖这2个pfm、  

■pfm handu 很垃圾，没人用的 

■pfm staff.feizhi 伤害尚可，可惜命中太低，如果命中貌似自身busy很少很少。 飞杖命中后有很小几

率出现描述穿胸而过，直接秒杀敌人。  

■pfm staff.huose 星宿派新手福利，为初期神技，4招，1招物理伤害，1招化学伤害，1招busy，1招

毒，经验越少，威力越大，年龄越小，命中越高。新手期解过几个任务也有影响，影响较大的是杀鳄鱼任

务，过了新手期这个任务也能做的。威力也和中毒状态挂钩。初期几乎无敌，10m前很好用，之后会降低

效果，50M后就是小米加步枪了。。（不能红豆或钓鱼，否则无法领悟此绝招，此外以后还有更多限制！！

切忌！）） 

 冥天九式 

冥天九式是李秋水的剑法，无任何pfm，但普通攻击很高。（旧，现在普通攻击略高）  

空手武功 

 星宿毒掌 

星宿毒掌是比较不错的掌法，pfm多多，为星宿派的主打功夫。  

■pfm strike.chousui 抽髓，星宿的精华之一，命中必定100%，可以抽干当前内功支持的所有内力（若

通过suck吸超内力，则抽不干）hyd，xf的杀劝可以做起手招用。 

■pfm strike.huoqiang 火墙，星宿精华之二，抽髓后加火墙推到，看似强大，可以用处太小，处处收限

制，xf hubiao无效，很多地方不能使用，hyd初中期火球就行了，之后还是必须得用火墙。使用前切记先

抽髓，火墙是通过双方内力进行判断。 

■pfm strike.huoqiu 火球，星宿精华之三，是星宿用的最多的伤害pfm，xf杀，hyd都可使用，使用后

对手busy大概2招，自己也busy，伤害不错，命中偏低，特别当exp高了之后。 火球命中后，会烧毁敌

人所有防具 ，pk或被npc打时非常恶心。 

■pfm strike.sandu 散毒，散毒蛮好玩，散完就跑，连续散几次，跑开等他倒下或者挂掉，用来杀小兵

不错，一招就倒 

■pfm strike.chuanxin 穿心钉，星宿派新福利，有两种形态，普通形态下是个威力弱的化学攻击，还一

种是满足一定条件下变成控制类pfm，判断条件可能与穿心钉有关 

■pfm strike.fushidu 腐尸毒，带毒的一招晕，命中很差，而且需要尸体。 

■pfm strike.sanxiao 三笑命中跟福缘有关，一旦中毒，无法医治，必死无疑。 

 摘星手 

摘星手是星宿派的偷袭功夫  

■perform hand.tan，可以丢碧磷针，但毒性缓慢、命中差，比较鸡肋。碧磷针可以涂（tu）断肠散和

蒙汉药。 

■新手任务中新加的3种暗器，都需要通过摘星手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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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功 

 摘星功 

没什么pfm，普普通通的轻功  

 基本毒技 

基本毒计是星宿最重要的skill之一，与很多pfm以及毒效果密切相关，这是星宿的一个亮点。1-10M exp

以下，并且毒计低于300级时可以在山洞用石棺炼毒，10M或300级毒计之后在新手区炼毒，暂时能提高

到600级。300级后身上带着残香（incense）可以略微提高融合效率。  

2.14.6.4 拜师条件与师门福利 

拜师 

 阿紫：无条件（入门师傅）可找阿紫接门忠任务，门忠任务在初期成

长里介绍，阿紫的技能主要有：基本毒技和读书写字80级，其他武功

50级。 

 狮吼子：门忠200可拜，主要技能：基本毒技90级，其他80级。 

 摘星子：门忠500可拜，主要技能：基本毒技90级，其他100级。 

 丁春秋：门忠800、1万负道德和100级化功大法可拜，主要技能：基本

毒技350级，其他180级，无读书写字。 

 李秋水：门忠1500和10万负道德、化功大法130级、天山杖120法级可

拜，主要技能：化功大法350级，无基本毒技，其他武功350+，多了小

无相功380级和冥天九式350+级。 

星宿门人不可有正道德，会被逐出师门。切记切记！！  

物品 

 星宿派储藏室里有『星宿毒经〖上册〗』(Du jing)，可读基本毒技至101

级。门忠400 

 可以向摘星子要天山器法，读加基本暗器至101级。也可以向阿紫要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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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针。 

 冰魄杖的拿法便不说了，冰魄杖貌似是当铺里最多的一样物品，随便

可以买到。 

 200门忠可以跟a zi要清心散，目前可以解星宿所有的毒，1分钟可以拿

1包，拿完不要杀死阿紫。记得拿完杀掉a zi，下次刷新可以继续拿。 

 可以和丁春秋要三笑逍遥散，有门忠要求。 

暗器 

 极乐刺 

 无形粉 

 穿心钉 

 烁心弹 

极乐刺要求门忠大概8000左右，毒技501级，极乐刺是个群毒效果，毒发时

能busy很短时间  

每种暗器有不同功能，有的要配合skill或其他暗器使用，具体待测试  

据说单星宿门派，经过长时间准备能爬爬塔6、7。  

2.14.6.5 初期成长 

10w exp前，可以通过星宿派新手任务渡过  

强烈不推荐做红豆或者钓鱼任务，做过红豆或者钓鱼任务，则会影响后续

的门派新手福利   

2.14.6.6 中期成长 

 10w-30w 可以做慕容或者门忠任务，做够1500拜李秋水 

 30w-50w慕容，送信，投名状。 

 50w-1m 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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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3m 萧峰，韩世忠，护镖，石棺炼毒 （1M 可以做星宿石棺炼毒任

务，但是石棺炼毒同一时间只有一个ID可以用）。手动党推荐做图片版

韩世忠。 

 3m 后胡一刀，韩世忠，萧峰，护镖，石棺炼毒 

PS：3M以前可以参加海战任务，奖励经验和潜能。3M以后海战任务只加声

望。门派比武任务也尽量可以参与，奖励门忠，经验，潜能，声望。  

2.14.6.6.1 护镖任务 

1匪情况下还是很轻松的，直接huose搞定。2匪的话没busy，比较困难  

2.14.6.6.2 韩世忠任务 

难度为0，安全性最高的任务。文字版在迷宫里要提前看下一个方向，确保

自己不会走进人堆里。星宿ID血少，被围攻很吃亏。图片版按着图片方向走，走

到倒数第二步时就是奸细旁边的房间了。一旦走到奸细旁边的房间，就可以用自

身无busy但有4秒CD的活色生香来折磨他们。举例子，比如说奸细在w方向的房

间，就用w;kill 奸细名字;perform tianshan-zhang.huose;halt;e，一般只要打中奸细

就挂了。砍下一个奸细时虽然还能看到其他人站在那里好像没事一样，其实他们

已经被打死了。重复到所有奸细都被打至0%的血，再走到w房间去，就会看到他

们挨个倒下死掉。然后收割战利品离开战场就好了。活色生香能用的时候做这个

任务比萧峰效率高很多。  

2.14.6.6.3 萧峰任务 

 杀，chousui后火球或huose搞定，难度最小。 

 劝，上来huose，很大可能被busy住。打红了就quan，比较简单 

 擒，同上，也可以火球。 

 以上3种都可以抽穗起手，然后halt，在做上面步骤。（有些pfm杀手被

抽穗后扔会使用） 

 战胜，上来千万别chousui，直接huose，做好触发，几次下来就搞定了，

也比较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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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6.6.4 胡一刀任务 

见面就抽髓，然后火墙或火球，推荐火球，full了技能的情况下，命中还行。

难度不高。  

不要吸超内力！ （maxsuck），胡一刀杀手是copy你的内力，同级抽髓刚好

可以抽干，如果吸超就不能抽干了，后果自负  

2.14.6.6.5 task 

task是最简单的了，见面就抽穗+火墙，火球，没难度。  

另，也可用小无相功做task，开打后exert shield，不过目前属于非主流，不

推荐。  

2.14.6.7 后期成长 

2.14.6.7.1 任务 

 task 

task无疑是最好的成长，加经验速度飞快，但需要掌握要领！详细task要领

可查询task任务攻略  

 护镖 

靠护镖成长缓慢，但比较安全，一杖一掌可以从容应对！  

 胡一刀 

通过护镖任务等，声望可以levelup到30+等级，做胡一刀相对轻松，但也还

是经常有心跳的感觉，成长速度比较可观。  

不要吸超内力！（maxsuck） ，胡一刀杀手是copy你的内力，同级抽髓刚好

可以抽干，如果吸超就不能抽干了，后果自负  

 萧峰 

因为星宿没busy的skills，所以很容易一个照面就被蒙面杀手搞得七荤八素了，

做萧峰切记用抽髓起先手，把杀手的内力抽干，就安全了。  

 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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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星宿不适合做护送，确实，星宿没有连续攻击的pfm，用火球来做

的话，内力消耗巨大，很不适合。那么星宿人怎么做护送呢？这里有一个办法，

学李秋水的小无相功到360。然后做250次胡一刀任务后，胡家刀法250级后可以

练习，速度搞到500级，出pfm刀影连环之后，胡家刀法+小无相功，做护送和护

镖都没问题，2-3个pfm刀影连环解决一个黑衣杀手，当然内力消耗也是巨大的，

但马马虎虎能做护送了！  

2.14.6.7.2 full skills篇 

full skill的方法就是睡觉，领悟，练习，睡觉说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要提高效率，只能下狠招，就是neilisuck要用绝了！  

方法是，在少林兜圈neilisuck把少林18罗汉一遍suck，不一会内力就满了，

就是内力最大上限，比如你的最大内力2000，哪么你的最大内力上限是4000，suck

时不要超过4000即可，做个机器人，suck到3500，就去练、领悟！一次睡觉的间

隔是45秒，从suck满内力到练、领悟完内力到睡觉，用大概1分30秒。这个方法

领悟和练skills，比较爽！  

2.14.6.7.3 吸内力篇 

去太湖黑风山上搬白骨架，搬来之后用以下命令： enable dodge none;enable 

parry none;fight gu jia;halt;enable dodge zhaixinggong;enable parry xingxiu-duzhang;  

然后bei none，去慕容复那里接个任务，然后放弃，再回来hit gu jia，开个1

秒钟的timer，内容是yun maxsuck，慢慢挂吧。小心别吸到走火入魔。  

挂着打骨架会慢慢涨经验，涨得太高会提示骨架内力修为不如你，再去放弃

个慕容任务就行了。  

如果吸到走火入魔自己会死，我hp -neili 是2800的上限大约吸到3500的时候

走火入魔了，之后见人就杀（包括玩家）。死了之后醒来继续杀，回到师门领悟

功夫把小师弟小师妹们全砍死了。 最后解决方法是到全真校经房拿本道德经起

个定时器一直read shu，直到晕倒为止。  

read shu 你静心阅读书中的文字，似乎觉得心智有点清晰。  

read shu  

read shu  

read shu 你静心阅读书中的文字，似乎觉得心智有点清晰。 你终于战胜了心魔，心智完全恢复了！  

你的眼前一黑，接著什么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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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7 新手任务 

2.14.7.1 拜师 

在星宿找到阿紫，但bai zi后只成为挂名弟子，小阿紫说要先向星宿的各位

boss请安，这是当然，在星宿混不会拍马屁怎么行。请安时要注意辈份，先是李

秋水，再是丁春秋，之后是各位大小师兄（依次为摘星子、狮吼子、天狼子、出

尘子，并且还有一个 八师兄 ），请安时用qingan npc全名。由于星宿的几个师兄

往往是其他门派门忠任务的对象，加上天狼子和出尘子总没事要出手挡路，所以

要一口气拜全这些boss有些困难，要有等一个更新的准备。还有就是请安的过程

中就不要去bai阿紫了，不然又要从头来一遍。（请安quest有3k多经验的奖励 ）  

有一点要补充的是，星宿的几个npc在晕倒状态下也可以qingan（至少目前

还可以），所以天狼子和出尘子如果只是被遍历的高手们打晕的话并不影响解这

个quest。  

2.14.7.2 新手区 

一圈请安完后，系统会有提示，此时可以去bai阿紫。拜完后直接传送到星

宿新手区的问津亭并在quit时自动设save点，同时没收新手精灵，在问津亭向s走

会提示“你这么菜就准备去闯荡江湖了？”，所以正常情况下在修成正果前无法

离开（怎么感觉像上了贼船）。  

新手区草图如下：  
    山林7─山林8─山林9 
     │   │   │ 
    山林4─山林5─山林6 
     │   │   │ 
    山林1─山林2─山林3 
        │ 
       山林前        密室1─密室2─密室3 
        │             ∧ 
    草地─ 草地 ─草地     碎石路2─豁然轩 左内殿 
     │    ↓   │     ╱      │   │ 
问津亭─草地→小山坡←草地─碎石路1      天秀宫 ＞内殿─石壁 
 │     │    ↑   │     ╲      │   │ 
日月洞 草地─ 草地 ─草地     碎石路3─延至馆 右内殿 
      ╲ │ ╱ 
       小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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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手区地图可能还有两个不影响任务的小问题，一是草地外围的几个地

点（比如碎石路、小湖等）的mini map显示草地所处的方位名称是乱葬岗，二是

山林1向n走会直接走到山林5（该问题现已修正）。  

2.14.7.3 新手区的生活 

新手区没有干粮和酒袋，也没有厨房、饭厅之类可以免费吃喝的地方，但南

侠有fullme，也不存在饿死渴死的情况，所以在新手区过活并不是问题。不过饥

饿状态时无法领任务，所以还是需要不时去补充饮食。  

 食物可以在山林里用zhai命令摘到野果，摘不到就换个地方再zhai，饮

水可以在延至馆的井边drink。草地和小山坡上有松鼠、白兔之类的小

动物，不过kill后也没有肉可以拿，所以还是和平共处吧。 

 碎石路1的地下有些脚印，可以用cai jiaoyin来涨dodge，并学会1级摘星

功。 

 密室2可以用jian weapons拣到打造失败的冰魄杖，可以wield，后面打

毒虫的时候会快一些。 

 石壁那里可以用watch 石壁来学习基本杖法以及1级天山杖法，不过要

有一定的杖法基础，当然也要识字，建议先读书或者向朱熹or传功弟

子学习一定的literate再进来，不然那叫累啊。 

 石壁的第二个功能是watch zi，可以涨literate到121级。 

 石壁的第三个功能是加快练习天山杖法的速度，在石壁处练习的效率

是正常的两倍。 

 新手区睡觉的地方在天秀宫左右内殿。 

 天秀宫门口的传功弟子可以学技能，已经可以用ask dizi about skills查

了，skill如下： 

传功弟子告诉你：我学过  

      一百级读书写字。 

      八十级基本毒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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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级基本内功。 

      八十级天山杖法。 

      八十级星宿毒掌。 

      八十级摘星手。 

      八十级摘星功。 

      八十级基本掌法。 

      八十级基本手法。 

      一级基本轻功。 

      一级基本杖法。 

      八十级化功大法。 

      八十级基本招架。 

 山林走到最左边第二格zuan west可以进入谷底，走到底zuan west可以

进入谷底深处。在谷底shout一下会被记录下来，当做回音。 

 谷底深处地上有残香，get incense可以捡起来，到大弟子那里ask da dizi 

about 点香，然后带着残香去炼毒，可以略微提高效率，还有几率涨force

和化功大法。有效时间超过12小时。在线只能拿一次，万一做任务掉

了需要quit重拿。 

 谷底深处有座小屋，进去可以拿到铁钩。左右内殿可以拿到麻绳，ji tie 

gou可以组合成飞抓，然后到小溪源头的瀑布处，climb up可以爬到瀑

布顶端，有几率涨parry，climb down可以爬下瀑布，有几率涨dodge。 

2.14.7.4 新手任务 

终于到重头戏了，星宿新手任务概括地说就是“冰魄杖是怎样炼成的”。领

任务在天秀宫内殿，找“星宿派掌门大弟子 我踏月色而来(Zine npc)”，这个zine

会乱跑，还好不会跑出天秀宫，左右找一下就能找到。  

制作任务分三种，制木杖、冰杖、冰魄杖，可以ask zine about all看一下，任

务提示还是比较明显的。三种杖的制作过程从简到繁，后一种杖都是在前一种杖

的基础上制作，完成后得到的奖励也依次增加，包括经验、潜能、声望，偶尔也

会奖励最大内力、最大精力，以及literate、化功大法等技能。exp<3w时接到的大

多是木杖任务，平均做十次左右会接到其他任务，3w<exp<6w时主要为冰杖任务，

6w<exp<9w以冰魄杖为主。当exp>9w时，出现的主要是取回毒液的任务，毒液

在制作冰魄杖过程中会用到，不再另表，不过取毒液任务有机会奖励基本毒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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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小点数大约是skill*2。  

两次任务之间有cool time，做得快的话要等，可以用这段时间去学功夫，特

别是初期做木杖任务cd比较富余时，千万要记得早早去cai jiaoyin，万恶的巫师，

居然设计了越早踩成长越快的机制。  

具体制作过程如下  

木杖 

领任务后zine会给你一把斧子一把刀，后面都会用到。首先来到山林，wield 

axe后用pi来砍树，每砍一次有2秒延时，如果pi得太快了只会看到“XX轻轻易易

地放了一个屁”，砍个十几次树就倒了，变成圆木（yuan mu），同时斧子也断了。

山林的树不能一直pi，劈倒一棵后一定时间里pi不到树，需要换一片山林，不然

就会看到某人一直在山林里放屁，直到几分钟后熏出一棵新的树来。山林更新的

速度大约等于做两次木杖任务的时间，所以同时做任务的人超过四个的话就会产

生资源不足。  

圆木用tui +方向可以推到别的地方，和护镖时差不多，就是少了劫匪。砍出

圆木后一直推到密室2，每推一步有3～4秒延时。密室2是兵器制作室，在这里

wield dao，用xiao开始削圆木，与劈树时一样有2秒左右延时，削完后就可以去zine

那里交货了。  

冰杖 

冰杖么，就是冰冻木杖，所以要找冰箱～  

制成木杖后，来到新手区南侧的小湖，用pao zhang把木杖放入水中，等1分

钟左右可以qu zhang，时间不到是取不出来的。取出后就可以交货啦。  

冰魄杖 

知道为什么现在满大街都是冰魄杖了吧，每天都有星宿门人在此流水线作业，

想不多都难啊。  

冰魄杖是淬过毒的冰杖，因此在制成冰杖后首先要去找毒液。找毒液比较麻

烦一点，要去山林里用xian命令找毒虫，毒虫有蜘蛛、蜈蚣、蟾蜍等，xian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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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在山林里乱跑，大约1秒钟就跑一次，一段时间后会逃走。由于xian会有busy，

毒虫也不能follow，所以运气不好的时候找毒虫很累人，建议做几个trigger追，

实在找不到就再xian一次吧。找到毒虫后kill之，在kill的过程中毒虫会逃跑，逃

跑了就追过去再kill。从毒虫的corpse里可以找到毒液。身上带的毒液不能保存太

长时间，时间久了会挥发，所以有任务需要的时候再去弄毒液吧。  

有了毒液就能去密室1为冰杖淬毒了，命令是cui zhang，淬毒需要1分钟左右，

时间不到取不出来，用finish取出后就得到冰魄杖了，wield一下看看，有没有成

就感？  

冰魄杖任务进行到一定程度会得到《冰魄杖打造使用心得》和《冰魄杖打造

使用高级心得》（估计与制作冰魄杖的次数有关），翻阅后基本杖法和经验都会有

所提升。  

辨毒 

最近wiz又增加了一个辨识毒草的新手任务，用ask zine about biandu领取，

zine会让你去挖指定种类的毒草，然后去山林wa就能挖到，look du cao能看到外

观，目前只有两种大类（单叶草和三叶草），配上不同的颜色，如果不是要找的

毒草就再wa，找到后去zine那里交货，会奖励基本毒技。按目前的奖励率，最高

能奖励到106级。由于基本毒技会影响基本任务的奖励率，建议在早期木杖任务

的cd时间里优先做这个任务，很快就能达到毒技上限。  

新炼毒的地方在密室3，从豁然轩进去e  

炼毒的指令：liandu du ye  

du ye 从哪来的呢？毒液的来源是山林区域。  

首先先到山里里xian，提示分3种：  

1、 你掀起地上的石块，一只不知名的虫子爬了出来。这时会有1-2秒的busy  

2、你在地上找了半天，却什么也没发现。 

3、你当真以为星宿海遍地毒虫？还是你要犁地？这是两次炼毒间的busy，时间不长。 

当出现1种提示的时候会有毒虫出现（蜈蚣，蛤蟆，蜘蛛，蝎子，青蛇任意

一种），出现后你busy结束前它就会跑了，机器人的话要做好触发。这是不能follow

的。 

kill之就可以get du ye from cor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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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posion后毒虫移动几率降低。同时不能用du ye 炼毒了，要用毒虫本身，

把虫子打晕然后带回去，ronghe xxx。不能打死，虫子名字会有变化。  

炼毒的速度不是很快，慢慢挂吧。可以多人一起炼毒，只加posion和0-85exp，

现在可以练到600，上限会慢慢放上去.  

如果不喜欢毒虫跑来跑去，可以参照wiki公共武功部分，学大擒拿手。  

就这么多了，期待新毒的开发..  

星宿会有大的改变，欢迎加入魔头行列。嘿嘿  

2.14.7.5 几个关键点 

1) 经验达到3w后zine会让你去南边小湖杀鳄鱼，接到任务后在湖边qian就

可以下水（没接任务时无法潜），用swim会来到鳄鱼巢穴，swim有可能

被冲回来，多swim几次就行，找到鳄鱼后kill，有30级功夫应该足够，

10级会比较惊险，杀死鳄鱼后能从尸体里找到鳄鱼内丹，吃后涨2500exp

并完成任务。鳄鱼任务是必做的，不完成无法继续接其他任务，所以在

制作冰魄杖之余师兄弟们也不能忘了练功啊。  

2) 经验达到6.6w左右时接任务会有技能要求，需要将基本杖法、基本轻功、

天山杖法、摘星功提高到85级以上才能继续，再次证明不能荒废学业，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所以一有机会就早早去cai jiaoyin涨dodge吧，

不然这时会痛苦至死。6.6w经验的时候踩一次只涨20小点（可能与先天

悟性有关），与少林达摩洞有一拼，而且还要耗气。经测试，3w exp时

踩一次涨35左右，更早时候去踩可达到80小点。 当达到zine的要求时，

ask zine about 武学就能得到经验奖励，同时也能继续做任务了。 
 

3) 当经验达到10w时，恭喜你，终于可以离开新手区去闯荡江湖了。去天

秀宫ask zine about bye，zine会给你一个锦盒，open后有一封信，kan xin

后，“你仔细阅读了我踏月色而来的信，不禁喜不自禁……”，以下省略

41个字，最后的秘密，还是留给大家自己发现吧。 

最后，恭祝各位曾经一起劈树的师兄弟们早日出关，投身振兴星宿的大业之

中。  

2.14.7.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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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ne npc有不少关键词可以ask，可以问着玩，有些还挺有意思的，比如

Jason的动向。 

 ask zine about 天秀宫，zine会说天秀宫乃星宿中枢要誓死保卫，莫非

将来会有天秀宫保卫任务？ 

 在密室3可以炼毒，命令liandu，要求poison大于100，并有内力要求，。 

 出关后把技能补齐100，最大内力大于1200就可以用天山杖法新加入的

perfrom staff.huose做任务了，充分体会新手大炮的威力吧。  

 新手区秘密可能还不少，比如石壁居然有三种用途，凭自己一个人估

计打死也想不到，其他的就靠同门兄弟共同发掘啦，争取把zine的家底

都翻出来。 

2.15 朝廷 

2.15.1 朝廷概况 

朝廷可谓是南侠最安全的门派，强连招，大内脱离战斗是朝廷的特色，基本

上所有任务全能。\\朝廷前期门派任务之守门，加经验巨快，可迅速达到500万经

验，所以又是最佳大米门派。 

要加入朝廷，在临安（临安地图可help map-linan）都亭驿可以找到 孟珙

(Meng gong)，ask meng about 投军，按提示即可加入朝廷。另，朝廷和大宋的官

职系统木有任何关系。朝廷没有其他门派的门忠任务，前1400点门忠是做门派任

务来的，用于升官，后期的门忠需要做建康刺杀任务，1天100次500点，很累。 

据说朝廷可以出师，少1棍，没有大内，获得六棍以后能不能出师有待于考

证。出师后来朝廷可以一品、可以封王、可以赐姓，但没六棍。叛师到朝廷的不

能升一品、没五棍 

2.15.2 朝廷人物 

 临安府大堂 ： 临安府尹 袁韶(Yuan shao) 

负责朝廷任务的发放。 

袁韶对你说道：你可以向我打听有关补偿，守门，失败，监斩，完成，p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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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武经总要，巡逻，五经，批文，飞贼的内容！ 

 临安府都亭驿：大宋 建康府诸军都统制 孟珙(Meng gong) 

负责收徒，传授武功。 

孟珙对你说道：你可以向我打听有关掌门大弟子，随从，门忠，神机制敌太

白阴经，here，join，入伍，黄石公三略，投军的内容！ 

 成都总督府：右丞相兼枢密使 余玠(Yu jie) 

负责发放军饷，兼教授读书写字。收八本兵书后可开启每周一次的两小时双

倍奖励状态。 

余玠对你说道：你可以向我打听有关军饷，读书识字，salary的内容！ 

 临安府皇城大庆殿内：大宋 枢密使 吴潜(Wu qian) 

负责晋升，以及上柱国的额外俸禄发放。 

吴潜对你说道：你可以向我打听有关bonus，promotion，御前问对，晋升，

任务，功劳，job，升迁，奖金的内容！ 

 临安府皇城端诚殿内：大宋  鲁国公  平章军国重事  乔行简(Qiao 

xingjian) 

负责发放军饷，兼教授读书写字。 

乔行简对你说道：你可以向我打听有关军饷，晋升上柱国，五经，读书识字，

salary的内容！ 

 临安府皇城福宁宫内：大宋皇帝 赵昀 

 收七本兵书后可升一品。 

2.15.3 朝廷功夫 

朝廷的读书写字师傅是余玠 

向他学到350去拜祭，不用去燕子坞书生地方花钱了。 

朝廷的功夫师傅是孟珙 

孟珙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二十四项技能） 

┌    三项基本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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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官之道 (leadership)                    - 略知一二  100/      0│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略知一二  100/      0│ 

│  兵法战策 (strategy)                      - 略知一二  100/      0│ 

└─────────────────────────────────┘ 

┌  十一项基本功夫    ───────────────────────┐ 

│  基本刀法 (blade)                         - 初出茅庐  180/      0│ 

│  基本拳法 (cuff)                          - 初出茅庐  180/      0│ 

│  基本轻功 (dodge)                         - 初出茅庐  18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略知一二  220/      0│ 

│  基本戟法 (halberd)                       - 初出茅庐  180/      0│ 

│  基本手法 (hand)                          - 初出茅庐  18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初出茅庐  180/      0│ 

│  基本枪法 (spear)                         - 初出茅庐  180/      0│ 

│  基本杖法 (staff)                         - 初出茅庐  18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初出茅庐  180/      0│ 

│  基本鞭法 (whip)                          - 初出茅庐  180/      0│ 

└─────────────────────────────────┘ 

┌    十项特殊功夫    ───────────────────────┐ 

│□碧血心法 (bixue-xinfa)                   - 第三重楼  220/      0│ 

│□格虎戟 (gehu-ji)                         - 初出茅庐  180/      0│ 

│□虎钤剑法 (huqian-jianfa)                 - 初出茅庐  180/      0│ 

│□杨家梨花枪 (lihua-qiang)                 - 初出茅庐  180/      0│ 

│□龙凤双翔 (longfeng-xiang)                - 初出茅庐  180/      0│ 

│□三十六路猛虎鞭法 (menghu-bian)           - 初出茅庐  180/      0│ 

│□太祖盘龙棍 (panlong-gun)                 - 初出茅庐  180/      0│ 

│□破军刀法 (pojun-daofa)                   - 初出茅庐  180/      0│ 

│□太祖长拳 (taizu-changquan)               - 初出茅庐  180/      0│ 

│□岳家散手 (yuejia-sanshou)                - 初出茅庐  180/      0│ 

└─────────────────────────────────┘ 

知识类： 

兵法战策（strategy）兵部学识，用以领军打仗。 

「孙子注」（0至30）杭州雄武营解小quest后获得。  

「三十六计」（31至70）各地书摊购买获得，随机刷新。  

「武经总要」（71至110）完成泉州西街曾井铺曾从龙quest获得。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111至160）临安府凤凰山顶seek获得，2小时刷新一

次，如提前去搜索，则重新计时。  

「黄石公三略」（161至200）完成孟珙任务后获得。  

「诸葛亮兵法」（161至200）成都武侯祠凭吊(pingdiao)武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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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机制敌太白阴经」（161至200）完成孟珙要求后获得。（8分钟内完成百

晓生任务一次）  

「守城录」（161至200）襄阳保卫第三轮时，找到吕宅的吕文德获得。 ask lv 

about 守城录 

为官之道（leadership）做官处事的能力，关系到官位的大小。 

「诗经」（0至50）问袁韶要，ask yuan about 五经。  

「尚书」（51至100）大宋临安府皇城内学士院后堂。  

「礼记」（101至133）大宋临安府皇城内学士院后堂。  

「周易」（134至166）问丁大全要，ask yuan about 五经。  

「春秋」（167至200）问乔行简要，ask yuan about 五经。 

*朝廷官员的升迁需要这两项技能达到一定要求，这两项技能只能通过读书

获得，最高等级为200级。 五品以上官员可以在战斗中召唤大内高手保护自己 

<file>召唤的高手强度和两项技能的高低有关，召唤高手的命令为alert*（加*为

推荐），有一定的冷却时间。超过200只能和师傅切磋了。</file> 

内功： 

 碧血心法（bixue-xinfa）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不能练 

■功能： 

1、yun heal ：碧血心法20级，内力50 

2、yun lifeheal：碧血心法40级，最大内力300，内力150 

3、yun powerup ：碧血心法40级，内力100，一品官员可以达到1/3效果。 

4、碧血心法达到200级以后可读丹心决来提高，可读至350级。需要负道德挖岳王墓，1/3概率获得。

220级以后建议以公共内功九阴为主。 

轻功：  

 龙凤双翔 (longfeng-xiang) 

不必要学，朝廷的太祖盘龙棍 (panlong-gun)可激发dodge 

徒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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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祖长拳 (taizu-changqu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cuff，parry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精大于30，气大于30，内力大于10，耗气20，内力5 

■特殊招式： 

1、双抄封天（fengtian）**:要求本技能50级，朝廷唯一的busy技能，busy时间貌似固定10秒，有

点短，优点是自身busy时间短。 

2、拳打一条线（yixian）:要求本技能60级，当前内力300，垃圾技能，貌似是空手平砍三下。 

3、虎啸山林（huxiao）*，要求本技能120级，碧血心法120级，后天身法27，当前内力600， 物理

六连，消耗300内力，命中挺高。 

兵刃 

 格虎戟 (gehu-ji)*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halberd，axe，parry  

■学习条件：碧血心法180 

■练习条件：气50，耗气25 

■特殊招式： 

1、雷霆震天（zhentian）*，要求后天膂力40，基本斧法120级，基本戟法120级，本技能120级，最

大内力500，内力500。这招的有点在于释放以后没有自身busy，就是能连下一个技能，但是cd比较长，

命中和伤害一般。坑爹的地方是孟珙不会基本斧法，需要那把斧头平砍锻炼1级再去领悟。</file> 

 虎钤剑法 (huqian-jianfa)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sword，parry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500，碧血心法150 

■练习条件：气50，内力50，耗气40，内力15 

■特殊招式：无（有auto_perform，产生剑气） 

■--可以和破军刀wbei，但是伤害很渣，不建议学。 

 杨家梨花枪 (lihua-qia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spear，parry 

■学习条件：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30，内力5，耗气30，内力5 

■特殊招式：无 

■--伤害很渣，比空手还渣，唯一的用处可能就是不能上岛前用来提高基本枪法。 

 三十六路猛虎鞭法 (menghu-bian)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whip，parry 

■学习条件：碧血心法120级，最大内力500 

■练习条件：气50，内力100，耗气50，内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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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招式： 

1、破阵（pozhen），要求碧血心法180级，断云鞭180级，基本鞭法180级，后天根骨40，当前内力

500，精300，物理2连招。 

■--没啥意思 

 太祖盘龙棍 (panlong-gun) –duang，主力技能来了！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staff，dodge，parry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气20 

■特殊招式： 

1、崩（beng）***，要求绝门棍200级，碧血心法200级，臂力大于40，最大内力2500，当前内力

1500。 

■获得4棍：要升到一品，就是要给大宋皇帝 赵昀兵书。 

■获得5棍：抓200个系统飞贼。如：【江湖】洛阳城中有江洋大盗横行，据说此贼带有价值连城的

财宝！  

■6棍解密: 获封”上柱国”后可出六棍，需要ask 乔行简 about 晋升上柱国，要求在ask之后增加

10万点经验来自比武，50万点经验来自襄阳保卫，增加200次都府行刺任务，增加400点朝廷贡献度。再

次ask获得提升。 

2、破军刀法 (pojun-daofa)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blade，parry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500，碧血心法150，force 60，dodge 60，身法大于24 

■练习条件：气50，内力50，耗气40，内力15 

3、左手刀（zuoshou）**，要求本技能180级，当前内力200。 

■打伤对方气血及上限，同时或busy对方（命中不高，pfm自身busy为2S左右，busy对手时间也

好像是2S左右） 

■伤害根据加力大小可能增加，伤害值与技能有关，与所持刀的伤害无关。 

 岳家散手 (yuejia-sanshou) 

■特殊招式：七星诀（qixing），是一个化学攻击，相当的渣。 

■--不用学 

2.15.4 朝廷的升迁与责罚制度 

完成朝廷的门派任务可以得到贡献度，升官需要看贡献度的大小。 

朝廷任务失败10次会被记过一次，扣除一月俸禄。有判师记录者最高只能升

迁至二品。 

九品 

加入朝廷则自动成为九品官员，所需贡献度：0 

俸禄：每月（在线时间每两个小时）50 silver 

加入朝廷后人物头衔会改变 

八品 

贡献度：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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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之道：30 

兵法战策：30 

俸禄：1 gold 

七品 

贡献度：400 

为官之道：50 

兵法战策：50 

俸禄：2 gold 

六品 

贡献度：600 

为官之道：80 

兵法战策：80 

俸禄：5 gold 

五品 

贡献度：800 

为官之道：100 

兵法战策：100 

俸禄：8 gold 

四品 

贡献度：1000 

为官之道：120 

兵法战策：120 

俸禄：10 gold 

三品 

贡献度：1200 

为官之道：140 

兵法战策：140 

抓随机出现飞贼：10个 

俸禄：12 gold 

二品 

贡献度：1400 

为官之道：150 

兵法战策：170 

抓随机出现飞贼：15个 

俸禄：15 gold 

大将军 

贡献度：1410 

额外要求：完成兵书任务 

为官之道：180 

兵法战策：180 

俸禄：20 gold 

上柱国 

需要ask 乔行简 about 晋升上柱国，要求在ask之后增加10万点经验来自比武，50万点经验来自襄阳保

卫，增加200次都府行刺任务，增加400点朝廷贡献度。再次ask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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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上柱国的额外俸禄发放，按年发放，过期不领，不予补发。 

2.15.5 朝廷任务介绍 

巡逻： 

 经验大于3000，贡献度小于400时可以做巡逻任务。 

 ask duo about 巡逻，袁韶会给你四条不同路线让你巡逻。东西南北城，

对应的房间全走一遍就行 

 注意：房间内要呆一段时间，给提醒才到下一个房间。 

 当提示你巡逻时间已到，就可以回去复命（ask duo about 完成），获得

一定的经验、潜能、白银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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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门： 

 八品到五品官员可以做，在每天早晚（参看系统天色提示）ask 袁韶 

about 守门，然后到任务地点用guarding命令守门。 

 守外城时会出现一些npc（壮汉）进城，如果有官兵会被官兵拦住，npc

会对官兵叫杀。如果官兵都死了，npc就会对你叫杀，杀死npc直到守

门时间到就会得到奖励。 

 奖励的多少和守门期间杀死的npc数量有关，如果npc没有叫杀，而玩

家主动开杀的没有奖励。 

 如果觉得打不过npc，也可以不杀死npc而用allow命令放npc进城，这样

会稍微减少最后的奖励。但是如果放的太多，就会任务失败，allow命

令同样适合把携带武器的玩家放入城内。 

 守内城会出现一些不明身份的npc，用pancha命令进行盘查npc有可能没

有问题，也有可能会叫杀，如果npc叫杀，则可以杀之时间到自动得到

奖励。 

 注意事项：守外城比守内城要容易些，而且只有六品官员才会接到守

内城的任务。白天比夜间要容易一些，如果刚开始觉得连续要任务比

较困难，可以只要白天的任务。每杀死一个npc可以得到少量经验，

这个不显示出来，这个经验是累加的，在一轮任务中杀人越多，经验

越多。另外守门换班的时间很短，要是不抓紧时间很可能错过时机。 

抓飞贼 

 ask 孟珙 about 飞贼，他就会告诉你飞贼的名字以及所在地点。 

 飞贼出现之后，所有玩家只要发现都可以进行追杀，到目的地找到飞

贼，飞贼不一定会主动杀你，也有可能会向你求饶，如果你放掉他，

他可能会给你很多钱，但是这次任务就失败了。 

 飞贼有可能会逃跑，你需要马上赶往第二个地点进行追杀，飞贼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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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第二次逃跑，这时如果是朝廷官员，并且leadership和strategy 达到

了一定的级别，可以到刑部直接发命令逮捕飞贼（arrest），杀死飞贼之

后，从飞贼身上搜出偷窃的财宝。 

 财宝可以卖掉得到黄金，也可以拿去交给多隆，会得到经验和潜能的

奖励，并且加100武林声望，1000道德。 

 朝廷二品以上官员不会得到贡献度的奖励。 

 注意！！：飞贼除了可以由朝廷官员接任务出现之外，还会由系统自动

产生。系统自动产生的飞贼，等级是随机的，每个玩家都可以进行尝

试。朝廷官员要升迁到三品以上必须抓够一定数量的系统自动产生的

飞贼，三品以上官员领俸禄时也根据所领俸禄的月数有相应的飞贼数

量要求，要求的这些飞贼必须都是系统自动产生的，跟孟珙要的不算。

所以孟珙的飞贼不用去抓了，直接抓系统飞贼。 

飞贼的大概等级如下：  

      ■毛头小贼 exp < 10w 

      ■飞贼小头目 exp < 50w 

      ■飞贼头目 exp < 1M 

      ■飞贼首领 exp < 5M 

      ■江洋大盗 exp < 10M 

财宝价值范围大概如下：  

      ■尚可 3-8 gold 

      ■中等 5-12 gold 

      ■不菲 8-16 gold 

      ■可观 15-25 gold 

      ■连城 20-35 gold 

注意：杀死飞贼一定要保证有last_damage 

监斩 

 经验大于十万，低于二品的朝廷官员可以做这个任务。 

 ask 袁韶 about 监斩 领取任务，他会给你一辆囚车和几个官兵，用命

令gan che to <方向> 把囚车运到刑部大牢（在东青门向东e，e，ne这

个房间，里面有个北面的方向，如果是拉这囚车到这个房间就是gan che 

to 北面），任务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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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车的过程中有劫匪出现，劫匪每次有可能出现1-3个，杀之可以得到

经验，囚车运到目的地后，回去问袁韶“奖励”，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

如果不幸失败，要想继续下一次任务，就必须ask 袁韶 about 失败。 

 这个任务不像护镖有连续奖励，但是难度比较低，敌人很弱，而且有

官兵对你进行保护。 

 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敌人的强度在你的经验超过1M时有个提升，所

以如果是经验刚刚过百万最好要把功夫练满，否则比较危险。建议在

守门完成升至六品再做这个任务，比较轻松。 

 注意！！！：推荐的门派任务流程是：巡逻-守门到40万经验-福州新手镖

局任务（估计250万）-继续守门到二品（估计到500万）-监斩。朝廷

前期缺少输出，可用英雄剑法过渡。 

2.16 古墓 

2.16.1 古墓派简介 

古墓派乃林朝英所创，林朝英将其武功传给她的贴身丫鬟，这个丫鬟又收了

两个徒弟—-李莫愁和小龙女，后来小龙女嫁与神雕大侠杨过为妻隐居终南山活

死人墓，夫妇两人又先后收养了许多孤儿，传其武功，便成了今天的古墓一派。

古墓不收武功超过一定水准的普通百姓（经验2000）。 

2.16.2 古墓派人物简介 

 杨过 人们都叫他神雕大侠，与小龙女隐居于终南山活死人墓。 

 小龙女 古墓派第三代传人小龙女，神雕大侠杨过的妻子。 

 孙婆婆 古墓派总管。 

 陆无双 李莫愁的弟子。被她师父到处追杀，就只好躲在古墓里。 

 杨女、杨冰儿、杨雪儿 神雕大侠夫妇的养女。 

 小虹、小玲 神雕大侠收养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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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3 古墓派特殊武学介绍 

古墓派弟子可学到九阴神功，相传此功为武林前辈黄裳集各派武学之长所创，

已窥道学上境，故有无数妙用。 

内功 

 九阴神功 (jiuyin-shengong)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要求：九阴神功120级，当前内力50 

2、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九阴神功150级，最大内力300，当前内力150 

3、加力 exert/yun powerup 要求：九阴神功40级，当前内力100 

4、移魂 exert/yun yihun 

■功能：使敌人busy，暂时失去战斗能力。 

■要求：九阴神功80级，当前内力50 

 玉女心法 (yunu-xinfa)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10级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要求：玉女心法20级，当前内力50 

2、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最大内力300，当前内力150 

3、心经 exert/yun xinjing 

■功能：加强攻击防御， 增加临时悟性，女性同时增加临时身法。 

■要求：玉女心法120级，当前内力200。 

空手功夫 

 黯然销魂掌(xiaohun-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空手，九阴神功20级，玉女心法20级，最大内力100，女性只能学到100级 

■练习条件：空手，气大于40，内力大于10，耗气，女性只能练到100级。 

■特殊攻击： 

1、黯然销魂 perform strike.anran 

■功能：伤害敌人并可能导致敌人中情毒。 

■要求：基本内功120级，有效掌法150级，当前内力300点，最大内力1000，激发九阴神功或玉女

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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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拳(meinu-quan) 

■可激发为parry；cuff 

■学习条件：空手，玉女心法10级，最大内力100，男性只能学到100级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气，男性只能练到100级 

■特殊攻击： 

1、摄心 perform cuff.shexin 

■功能：根据彼此容貌大小，busy对手或者连击伤害。 

■要求：美女拳150级，玉女心法150级，当前内力1000点，最大内力1500，女性。 

■注：可以和千灭银针手互备 bei meinu-quan qianmie-shou 

 九阴白骨爪(jiuyin-baiguzhao) 

■可激发为parry；claw 

■学习条件：九阴神功30级，空手，最大内力100，负道德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当前内力大于20，空手，负道德 

■特殊攻击： 

1、自动perform 

■要求：如果当前内力大于600，force大于80，claw大于120可以随机出抓对方天灵盖的perform，

同时内力-100 

2、摧筋破骨 perform claw.cuijin 

■功能：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九阴白骨爪等级180，基本内功180，内力800 

3、亡魂一击 perform claw.zhua 

■功能：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九阴白骨爪等级85，基本内功85，负道德 

4、三绝爪 perform claw.sanjue 

■功能：加强攻击三连击。 

■要求：九阴白骨爪等级140，内力1100，最大内力要求和等级九阴白骨爪等级挂钩，负道德

1000000以上。 

兵器功夫 

全真剑法(quanzhen-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基本轻功30级，当前内力100，先天功或玉女心法20级 

■练习条件：持剑，当前内力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全真剑法的特殊攻击请查阅全真派的wiki。古墓派弟子能使用全真剑法的两个perform: 

定阳针 perform sword.ding 

七星绝命剑 perform sword.qixing 

 玉女剑法(yunu-jianfa)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南侠wiki  第460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学习条件：玉女心法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持剑，当前内力大于40，耗气 

■特殊攻击： 

1、玉女素心剑法 perform sword.suxin 

■功能：连续攻击，并有短暂的左右互博效果。 

■要求：左右互搏(问龙女，经验需在50万以下)，玉女剑法120级，当前内力300 

2、双剑合璧(perform sword.hebi) 

■功能：联手攻击敌人，威力加倍 

■要求：两人组队，都运用玉女心法，发起攻击者使用玉女剑法，同伴使用全真剑法，玉女剑法等级

150，全真剑法等级150 

■注：可以和长恨鞭法互备 wbei yunu-jianfa changhen-bian 

 玄铁剑法(xuantie-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可以向杨过学习，需要1000的忠诚度，基本剑法150，最大内力800。只能学到200级，身

具其他剑法可能学不会，可直接在钱塘江中练会 

■练习条件：自行到钱塘江练剑(lianjian)，300级以后古墓弟子可以练习。 

■特殊攻击： 

1、海潮汹涌 perform sword.xiongyong 

■功能：给敌人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玄铁剑法130级，九阴神功130级，基本内功180级，臂力33，最大内力500，内力上限过

低，可能发不出此招 

 长恨鞭法(changhen-bian) 

■可激发为parry；whip 

■学习条件：玉女心法5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持鞭，气大于35，耗气 

■特殊攻击： 

1、缠绕 perform whip.chan 

■功能：使对手busy 

■要求：长恨鞭法等级100，玉女心法100级，内力400。 

■注：可以和玉女剑法互备 wbei yunu-jianfa changhen-bian 

暗器功夫 

千灭银针手(qianmie-shou) 

可激发为throwing 

学习条件：玉女心法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耗气 

特殊攻击： 

满天飞花 perform shuai 

功能：使用暗器偷袭敌人 

要求：千灭银针手80级，玉女心法30级，当前内力大于100，身上带有暗器。 

南侠wiki  第461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注：可以和美女拳互备 bei meinu-quan qianmie-shou 

知识类 

驱蜂术(qufengshu) 

特殊攻击：可以使用玉蜂瓶召唤蜜蜂攻击敌人(qufeng sb.)。 

2.16.4 古墓派拜师必读 

2.16.4.1 拜师要求 

要入古墓者，可以先向杨女要求进墓 (ask yang about 进墓)然后拜小虹，小

玲， 功夫高者可以拜杨女、扬冰儿、扬雪儿，杨女需要300内力要求， 冰雪需

要50级玉女心法。 最后可以拜杨过、小龙女。 拜杨女可以学到盖世奇功－－九

阴白骨爪，拜杨过可以学得黯然销魂掌，拜小龙女可以学得玉女剑法，如果幸运

的话，可以掌握素心剑。 拜小龙女和杨过分别需要1000和1500师门忠诚度，不

收叛师之徒。龙女另外要求玉女心法50级，身法20；拜杨过需要九阴神功50级，

最大内力500，身法20。 

2.16.4.2 新手指南 

古墓派中男女有别，男弟子很难学到高深的拳法，女弟子很难学到高深的掌

法。15岁以下不能出墓。初始时可以在陆无双处听故事(ask lu about 故事)也可以

在那儿答疑(ask lu about 问题)，以增长自己的经验潜能。古墓中的寒玉床对修炼

内力之人很有好处。另外玉蜂浆可以长精力上限(随机长-1到+5)还可以把气补满，

可是个好东东啊。 

2.16.4.3 门派忠诚及任务 

可以向陆无双要任务(ask lu about quest)，以增长门忠。也直接在龙女处打

quest也可以领任务，完成任务可以涨经验，不涨门忠。 

2.16.4.4 古墓师傅武功等级 

杨过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四项技能） 

┌ 一项基本知识 ───────────────────────┐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马马虎虎 200/ 0│  

└─────────────────────────────────┘  

┌ 六项基本功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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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拳法 (cuff) - 初学乍练 100/ 0│  

│ 基本轻功 (dodge) - 粗通皮毛 35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粗通皮毛 35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粗通皮毛 350/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半生不熟 38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粗通皮毛 350/ 0│  

└─────────────────────────────────┘  

┌ 七项特殊功夫 ───────────────────────┐  

│□九阴神功 (jiuyin-shengong) - 第三重楼 200/ 0│  

│□美女拳 (meinu-quan) - 初学乍练 100/ 0│  

│ 全真剑法 (quanzhen-jian) - 平淡无奇 300/ 0│  

│□纤云步法 (xianyun) - 粗通皮毛 350/ 0│  

│□黯然销魂掌 (xiaohun-zhang) - 半生不熟 380/ 0│  

│□玄铁剑法 (xuantie-jian) - 粗通皮毛 350/ 0│  

│ 玉女心法 (yunu-xinfa) - 第五重楼 380/ 0│  

└─────────────────────────────────┘  

小龙女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五项技能） 

┌ 二项基本知识 ───────────────────────┐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半生不熟 150/ 0│  

│ 驱蜂术 (qufengshu) - 半生不熟 180/ 0│  

└─────────────────────────────────┘  

┌ 七项基本功夫 ───────────────────────┐  

│ 基本拳法 (cuff) - 平平淡淡 280/ 0│  

│ 基本轻功 (dodge) - 平淡无奇 30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平平淡淡 28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平平淡淡 28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平淡无奇 300/ 0│  

│ 基本暗器 (throwing) - 平平淡淡 280/ 0│  

│ 基本鞭法 (whip) - 平平淡淡 280/ 0│  

└─────────────────────────────────┘  

┌ 六项特殊功夫 ───────────────────────┐  

│□长恨鞭法 (changhen-bian) - 平淡无奇 300/ 0│  

│□美女拳 (meinu-quan) - 平平淡淡 280/ 0│  

│□千灭银针手 (qianmie-shou) - 平平淡淡 280/ 0│  

│□纤云步法 (xianyun) - 平淡无奇 300/ 0│  

│□玉女剑法 (yunu-jianfa) - 平平淡淡 280/ 0│  

│□玉女心法 (yunu-xinfa) - 第四重楼 280/ 0│  

└─────────────────────────────────┘ 

2.16.5 古墓派迷题提示 

 关于兵器 

孙婆婆处可以领取兵器(ling zhujian;ling changbian)，古墓本来是王重阳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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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做基地用的，里面储藏了很多兵器，但日久时长，很多已经锈坏了，也许搜

(search)一下可以找到有用的兵器护具。千灭银针手的特殊攻击是要用玉蜂针的，

自己找找吧。 

 九阴真经 

传说终南山附近藏有武功秘笈「九阴真经」，但很少有人见过，不知是真是

假(这可是个秘密，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尝试解谜)。 

 玉女素心剑法 

玉女剑法的perform威力很大，但只有在经验<500000时才可以学到。问问龙

女左右互搏的事也许会有帮助，满足条件的话她就会教你左右互博，同时学会玉

女素心剑法。 

 古墓机关 

古墓派中机关重重，古墓弟子对本门达到一定忠诚度可以向掌门人了解机关

的开启方法。机关尽头有密室，可以参悟九阴真经。也可以从地下河过去。 

 淑女剑、君子剑 

淑女剑问龙女要，君子剑问杨过要，对相应的剑法有一定要求。 

 古墓地下河 进去方法：n;n;e;n;n;w;w;n;n;e 

2.16.6 风无情心得 

1) 古墓选女弟子较好。天赋女id容貌要30，不论男女id臂力要30。其他的

看自己的受虐倾向吧。个人建议悟性还是高点好。对于古墓弟子来说，

10悟性并不比20悟性有什么明显优势。当然选30悟性也确实浪费。 

2) 双手互搏，古墓弟子因为素心的原因，基本不用解互搏，但如果你志存

高远，计划出师的话，还是解了好，而且要解趁早。 

3) 古墓新手任务没有完成度一说，也不会涉及到pfm的效果，所以新手任

务做到能慕容了。就去慕容吧。 

4) 初期慕容，长恨鞭、玉女剑wbei就可以；灵鹫护卫需要full skill，建议完

成2次，quit再来，基本没危险。灵鹫护卫声望差不多了，就去推新手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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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简单的。慕容和新手镖是让很多新人自我膨胀的元凶。切记后面等待

你的，不会这么慈眉善目。50万exp之前一定要去问小龙女素心！ 

5) 新手镖推完了，建议第一件事就是full武功、内力、精力弄满。然后有

两个练功任务的方向选择：一、继续推普通镖。二、开始做萧峰+胡一

刀。 

6) 如果你选择继续推车，那只需要保持玉女剑和长恨鞭能full，当最大内

力有七八千以上，可以去江中练玄铁，练到200，就去找杨过学，江中

练还是太慢了。学会玄铁以后，推车可以长恨鞭把劫匪全部busy成功，

换剑使用pfm 素心，激发玄铁剑法平砍。效率能提高不少。 

7) 岳家枪不错，推车10几m以后，可以去盗墓读岳家枪。跟上面套路一样，

只是素心以后，换枪平砍。读岳家枪能读的最大等级，和福缘、根骨正

相关，和悟性负相关。读的时候最好不要有心跳，否则大约4个小时就

会氧气不够被扔出来。具体方法咨询游戏中的老变态。 

8) 如果你选择早做萧峰、胡一刀。那就要早出玄铁。上面说内力有七八千

以上再去，是因为内力低了，江中练起来太慢。但如果想早期做胡一刀。

内力低也要去练。练成以后，对付盗宝人pfm xiongyong+pfm suxin，算

是个连招，会让你觉得练剑的辛苦非常值得。 

9) 而萧峰需要准备的功夫就多了：全真剑、九阴白骨爪、美女拳、长恨鞭、

玉女剑，男弟子需要销魂掌，统统都要full！不是很推荐用玄铁做萧峰，

因为玄铁在级别低的时候busy的时间不稳定，有几率出现少于10秒的时

间而被杀手免疫。而长恨鞭的缠表现要稳定的多。更重要的是，萧峰任

务其实考验的是伤害控制，玄铁的busy是带伤害的，而长恨的chan无附

带伤害。更容易控制杀手的气血。 

10) 胡一刀任务是真死，虽然有玄铁剑这样的强力武功，但仍然会有翻船的

时候。被弄瞎或者被鞭子缠，第一时间吃药恢复满。古墓有特效药：玉

峰浆，谁用谁知道。摸不到玉峰浆，就去各大玩家当铺买。也不是很贵，

而且你也不会常用。碰见主动叫杀的盗宝人，猥琐点的话就halt走开，

再回头，基本不会主动叫杀你了。但切记：即使如此，你仍然有可能死。

特别是当盗宝人在限制战斗的房间时，尤其要小心！！！因为一旦是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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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杀型的，他能打你，你不能打他。。。。 

11) 古墓做萧峰：  杀死，最简单，没什么好说的；  擒：缠住后，不要用

素心，直接用美女的摄心打。但要注意摄心 是会鞭尸的。我擒的任务，

摄心打死过好几次了。所以安全的作法，还是看杀手气血少了，平砍吧；  

劝：也很简单，缠住以后，还是不要用素心，直接白骨爪 zhua。打红

了就劝，不听劝，下面就hit 起手，busy了平砍。注意杀手气血太少的

话，别直接劝死了！  战胜：跟劝差不多，chan住后，白骨爪zhua，平

砍。实在不认输的，割了头走人吧。 

12) 萧峰碰见明教的杀手。古墓化学差，能用的就是 全真剑的qixing，据说

最近一次修改增加了qixing的命中，我不知道全真的体会如何。反正古

墓的qixing还是非常烂。白骨爪的cuijin，主动叫杀，不实用，命中也很

差。还有就是做韩员外复仇学到的铁琵琶手。wuxian只有漂流好用，拿

来打杀手就别指望了，但zhapo打杀手命中比wuxian高，但伤害太大，只

有杀死得任务用，擒、劝、战胜，用zhapo很容易打死杀手。 

13) 谈谈白骨爪。萧峰里面使用的次数比较多，因为早期的时候，zhua是不

打上限的，战胜的时候，杀手吸口气自己就满了，不用咱们给金疮药。

但后期白骨爪级别高了会有几率打掉上限。而且白骨爪的伤害浮动比较

大。即使不用素心，一个爪子抓死杀手的也不是没有。zhua 这个pfm的

优势就是，单次攻击，cd短。缺点是伤害浮动太大，有几率打掉气血上

限。但仍然不失是一个控制气血的好技能。cuijin是化学，直接打当前气

血的50%，雀台兑换过的白骨爪cuijin还是值得用的，同exp情况下，命

中还不错了，可惜还是因为叫杀的原因限制了使用频率。sanjue 没体验

过，因为需要一百万的负道德。而负道德去凌霄很麻烦，一直懒得弄。

有人说三绝挺强，有人说垃圾。 

14) 其实古墓早期去做萧峰和胡一刀的一个目标就是：百晓生。建议先萧峰，

然后推车，胡一刀、慕容。早期的时候，不用推苏州的镖，长安的就可

以，但要熟悉并找最近的路线。后期三匪了，还是推苏州的好。算是致

富较快的任务了。当然最快的办法还是傍大款。 

15) 三匪以后，如果你还在做百晓生。有个问题你要面对：是否降气血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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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匪？去衙门chat 太麻烦。jifa force none后quit，做胡一刀又太危险。

不降气血，成功率会下降一些。自己选吧。 

16) 关于50m以后玄铁命中下降的传说：至少我这里证明是错误的。100m以

后，做胡一刀1000次以上，并没有感觉玄铁的命中明显下降。对的，你

看出来了，我就是压经验做胡一刀，经验不支持了，就不做了。我猜测

那些传言，是因为前期胡一刀太轻松，做的非常多，使盗宝人的属性和

经验增长的太快，超过了玄铁命中的exp判定的部分。 

17) 古墓可以做task。右手玄铁剑、左手白骨爪。小心task掉的时候有很长时

间的busy，如果连续做的话，正巧碰见npc时滑掉一个task。。。。所以不

要带太多task在身上。根据个人实力调整吧。 

18) 少林松林，监狱、蛇谷荒野 这样的地点，如果是真死的任务，放弃吧，

即使是韩员外、慕容这样的npc，不值得。丝路大沙漠，最好有骆驼，

没有的话，非要进去，一定要带够水袋，做好触发喝水，否则进去以后，

npc带你走两步，就晕了，就没有然后了。。。 

19) 许多人都说古墓早期强，后期就一般了。除了说玄铁（其实这个传言，

还需要验证），没有好化学，没有一招晕，更重要的原因是古墓 无法出

师。即使出师去个门派，因为没有素心，并不会觉得有多大的加强，甚

至会觉得亏了。而别人都出师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加强。不过，如果你能

坚持铜雀台到二次出师回到古墓，相信没人会说你不强了。 

20) 容貌对美女拳的加成效果肯定有，但不会再有人达到千雪那样的高度。

实在没事就挂着洗呗。平时任务，可以去无量摘朵花，戴在身上加10点

容貌也很不错。 

21) 絮絮叨叨的，排版也很烂，大家将就看。希望古墓的新人多点，尤其是

坚持下来的多点。 

2.16.7 高级攻略 

2.16.7.1 天赋选择 

首先在选ID前要决定是练男ID还是女ID：  

 男ID可是学习黯然销魂掌，但美女拳只能学到10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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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ID可以学美女拳，可惜黯然销魂掌只能学100级，出师后一些门派限

制性别(比如少林)。 

新手的话属性可以选择30膂力 20悟性 20根骨 10身法。  

 古墓女ID可以练美女拳，容貌高些比较好，建议选30；男ID随意。 

 至于福缘，10福缘做萧峰奖励武功的机率比较大(相对而言)，建议选30。 

2.16.7.2 古墓武功 

内功 

1、现在古墓男、女ID大多以玉女心法为主。玉女心法不仅可以疗伤，运心经(120级)：和身法，攻击和有

效轻功都会提升。 

■加悟性(增加的临时悟性 = 先天悟性)  

■加伤害(增加的临时伤害 = 先天臂力*3) 

■加身法(增加的临时身法 = 先天身法，男性ID不享受此临时身法加成！) 

■加命中和有效轻功(上限为1/4有效内功) 

2、古墓ID前100级可以读玉女心经来提高。 

3、10万经验以后，可以学得九阴神功。有pfm移魂(yihun)在初期是比较有效的busy功夫。现在九阴神

功基本作为公共武功看待。 

4、这里有个小技巧，可以先读九阴真经到100，再到墓洞去提升到200，再去ask小龙女about内功转换，

这样可以把九阴神功转化为玉女心法，从而节省了100-200学习内功的潜能而用于他处。当然，这么做比

较麻烦。 

剑法 

 玉女剑法 

运素心剑可连续攻击并有左右互搏以及强大的buff效果，出剑次数和玉女剑法等级有关，最多8剑。suxin

最好是在对手busy的时候用，否则命中不高。 

 可以和长恨鞭互备。所以一定要记得和小龙女学！！！记住要50万经验之前问，切记切记！！！ 

 最新修改后，只有古墓弟子可以素心，出师即损失，可惜可叹可悲！  

 玄铁剑法 

玄铁剑法是古墓最有用的剑法，适合用于各种任务。其pfm汹涌，有两波攻击，消耗内力巨大：若第一波

打中就停只消耗350左右的内力，若两波全中会消耗1000+的内力。在前中期对任务NPC有近乎100%的

命中!!详情请参考suce古墓攻略。 

杨过弟子可先找杨过学习一些级数，再去钱塘江练剑（不用到300，练到200多级的时候自己虽然不能练

但是可以找师傅学了，多问问，江里练实在太慢了。）之后可自行练习，但必须是杨过弟子！不然不可以

练习。另外，出师玄铁剑也可以练。但玄铁剑法几乎跟所有的主流剑法都有冲突，比如太极剑、天羽奇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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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剑法…实在要练，只能先放弃别的剑法。 

1、非古墓的侠客只能到钱塘江练练剑(lianjian)，拿玄铁剑才练得持久，否则地上就会多一堆烂铁。 

2、在钱塘江练剑可达到的最大等级：[福缘/先天悟性]取整*300级。(杨过弟子亦有此限制，任何人都可

以练到300级) 

3、练剑提高的小点和后天悟性有关，若想提高效率可以增加literate等级，古墓弟子可以yun xinjing。 

4、江中练剑时自身busy，不会自然恢复；若精神之类的不够会晕倒，醒后会有重伤，若为负有可能导致

真死！故建议有一定基础再去练剑，否则效率很低。 

 全真剑法 

pfm七星，古墓唯一不被反弹的剑法，如果遇到明教反弹不想抓狂的话就去学吧!  

空手武功 

 美女拳 

女ID适用。其招式“摄心”：对手处于非busy状态，可使对手busy；对手处于busy状态，则给予强大的

三连击。摄心可以比较灵活的运用。 

 容貌影响摄心命中，可以先去归云洗澡加先天容貌，再去峨眉洗象池xi pool加驻颜术(每20级加1点后天

容貌，yun xinjing并不会让你的驻颜术提升的更快，决定洗澡效率的是你的先天根骨)。 

 当然，顾名思义，美女通常能能钩得寻常男子注意，和尚道士和公公则经常免疫busy（花和尚什么的最

讨厌了）  

 九阴白骨爪 

可向杨女学习。自动perform效果不错，会打气血上限，但是每次消耗100内力！ 

■zhua是其中比较有用的，可以很灵活的运用。据说zhua是强化最厉害的功夫，不过只有一招，且不稳

定； 

■sanjue是连击，要求一定负道德（-1M），效果不如美女拳，有兴趣可以学习； 

■cuijin是化学技能，若能命中，则能打掉一半气血，可惜对于同EXP的对手命中非常低。（若是有兴趣做

铜雀台任务换取真•白骨爪，将会提高此招命中） 

 黯然销魂掌 

男ID适用，pfm是化学伤害(命中低)，有概率短时busy对手，有概率产生伤精的情毒；亮点是—-使用者

受伤越重，招式威力越大。详情参考suce的古墓攻略。  

其它武功 

 长恨鞭 

有效的busy武功，做各项任务都会用到，不可不学!缠对于对手的busy时间足够长，不过自己也会有一段

busy时间，不算短。 

 悟性会影响命中，若以鞭子为主要busy功夫的，前期最好能尽快提升literate等级。可以和玉女剑法互备：

wbei changhen-bian yunu-jian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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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灭手 

除了偷袭没别的用处，只有遇到不充许战斗的地方才会用到。千灭银针手的shuai增加冰魄银针暗器的使用

效果，使用玉峰针的毒增加效果小概率busy 1s，增强玉峰针和冰魄银针效果。可以和美女拳互备：bei 

meinu-quan qianmie-shou  

 驱蜂术 

会叫杀，没太大用处.  

2.16.7.3 古墓福利 

 玉蜂浆 吃后立刻气血、精神全满。并随机涨1-2点最大精力。busy状态

下可eat  

 寒玉床 除了新手任务外。古墓弟子睡寒玉床还可以增加最大内力。这

个内力精纯度是100%的。  

2.16.7.4 任务指南 

 慕容信件 

鞭剑互备消灭掉叛徒就OK!初期可以技能都full到100左右，长恨鞭101即可

使出 缠字诀 busy住对手。  

 灵鹫护卫 

现在护卫要保持技能在FullSkill水平，还是以鞭剑互备，鞭子缠住平砍为主。

护卫修改后，不再获得大量的声望。已经失去去做的意义。  

 萧半和 

目前该任务设定为休闲玩家专属。  

萧半和任务，难度和慕容差不多，鞭子chan上以后就能速度搞定。接到任务

后有20轮，越到后面奖励越高，失败没有惩罚；两次接任务中间，经验增长要起

码等于上一次做萧半和任务所获得的经验。  

 护镖任务 

劫匪统统缠住以后，玉女剑法和长恨鞭互备、或者素心后玄铁剑法平砍，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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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很难抵挡，并且不会影响掉宝。一匪二匪古墓可以轻松拿下。 

百晓生任务中为了提高效率也可以美女拳摄心，不过需要注意内力。  

 韩家复仇 

难度略高于慕容，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三十年功力后可接，此时要接近full skill

再做。这样鞭子缠上再打没什么难度，只要注意任务类型即可，参考韩元外复仇。  

 护送任务 

和打盗宝人一样，用玄铁直接hit。也可以妙用美女摄心(shexin)。 

如果没有天龙的大米，刚找到大师的时候要用九阴疗伤.(受伤比较重的时候

玉女心法不能疗) 

 萧峰任务 

萧峰任务———古墓版，武学大宗师 文康，文章中有比较多的应对方法 

做萧峰时建议用空手起手打，用perform时再切兵器，可以避免被打落兵器

造成麻烦。 

碰到杀手先look shashou，非明教的大多以以下方法完成；碰到明教的杀手，

比较无奈，杀擒劝胜都要用qixing来解决，打得深浅不一而已，若习得公共武功

铁琵琶手，也可以一用。 

 杀死：鞭子缠住，素心wbei平砍就可以了。另外杀手死的时候做触

发，卸下兵器再cut corpse，这样首级就直接在身上了 

 擒回：打晕杀手即可。一般busy住了杀手，2个美女拳的摄心(shexin)

就能让他趴下；也可以用白骨爪的亡魂一击(zhua)。  

 劝服：先缠住，可以用白骨爪的zhua，也可以七星慢慢打。男ID可

以活用黯然销魂掌。  

 战胜：可用玄铁汹涌打，变成红立马ask，halt；缠住再加zhua或者qixing，

也是通常打法。打成深红不认输，下次就轻一些；打得浅了，下次

就重一些。战胜通常要准备些许金创药；有hubo的ID，先wbei none

再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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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SK 

古墓可以做task，但比不了有一招晕门派的效率。碰见task的npc是不能换武

器，不能换武功激发的。所以在遇见npc以前要准备好。  

 右手拿剑，激发sword、parry 玄铁剑法，左手空手，不要装备盾牌，

空手bei jiuyin-baiguzhao。碰见npc，汹涌busy，然后perform 

jiuyin-baiguzhao.zhua。连续做到6、7个task后，效率会比较低。  

 取得task物品后，如果带在自己身上，超过一定时间不归还给npc，

物品会从你身上滑落，导致你长时间busy。但可以把task物品放在尸

体里，这样可以避免物品从身体滑落。让尸体存留时间更久的命令：

zhishi corpse  

 万安塔 

四层以下，都可以较轻松的过。需要做好的是遇到明教时候的触发，化学弱

是古墓的软肋。若四层出现两个其中一个是明教，就十分危险了。 

up;killall;#2 perform xiongyong wushi %i ——用玄铁busy，这样做基本可以保证先手busy住对手

了。 

当然古墓即使有玄铁，也没有多少能力爬高层。  

 胡一刀 

见面直接用玄铁汹涌+玉女素心，然后就可以随意蹂躏了。 

应该说古墓ID做盗宝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因为玄铁的命中相当高，所以也

比较安全。 

而且胡一刀奖励的pot比较多，足够修练玉女心法了。四十年功力后可以尝

试，真死任务切记做好触发！  

 漂流任务 

古墓化学不强，不适合漂重宝。在没有遇到明教的时候都非常安逸； 

遇到明教，马上xia(降下风帆)，sheng(升起逆风帆)，busy住明教，qixing戳

他。也要学会使用船上的机关！若习得琵琶手，可以在漂流时候用pfm wuxian。

古墓男ID可以习得黯然销魂掌，伤势越大，威力越大，漂流以此对付明教也是一

南侠wiki  第472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种办法，详情参考此方法的大成者suce的攻略。  

 百晓生 

即在规定时间内(现在是12.5分钟)，完成慕容、萧峰、胡一刀、护镖任务各

一次，最后到百晓生处领奖。 

古墓派全面通吃以上任务，在熟悉以上各任务后可以比较轻松的进行。 

鉴于现在低经验护镖掉宝率低，百晓生是很好脱贫进入小康的途径。  

2.16.7.5 疑难杂问 

 可找陆无双要得玉女心经上册；在古墓侧室(寒玉床处)可搜到下册

(search)。 

 很多新手不清楚如何有效进出古墓，可以多问问在墓外的杨女和在侧

室的余婆婆。 

 可以找陆无双要生活费。初次问会给个标记(意思就是报个到)；经验、

门忠有所提升后，就可以去领了。 

 古墓地下河每走一步都会消耗一些气血饮水，不够的话及时补充防止

晕倒。 

 经常会碰到古墓洞口这个位置，实际没有该地点；不过NPC一般会出

现在棺材处，密信、宝图、线索就要换掉或者丢掉了。 

2.16.7.6 发展路线 

古墓ID在一开始主要学习长恨鞭法和玉女剑法即可，其他武功可以在后面学

习以提高效率。  

1) 10万经验后可以做慕容+送信，抽空可以海战。 

2) 在100级技能时期大概10万-20万经验之间，建议做够所需门忠(1500门忠

可以拜杨过)，这段时间要求相对简单。 

3) 慕容做到40万经验，可以去推新手车了，算是比较快的获取声望的途径。 

4) 以现在的说法，在三十年功力时可以找金庸要第一个特技(special)。之

后，可以开始万安塔、萧峰、漂流、韩元外、护送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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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十年功力开始胡一刀。中期可以做萧峰和胡一刀或者护送。胡一刀虽

然有些危险，但是做够了次数后用胡家刀法保卫襄阳，是中后期增加经

验的好途径。 

6) 大概在20M经验左右可以参加藏经阁，这是让人又馋又恨的任务。生存

和输出依然是任务的核心，可惜古墓略显乏力。请参考相关介绍。 

2.16.7.7 心经解密 

到绝情谷悬崖之上jump ya，90%几率掉到水潭里，使劲swim，游上岸边，

在左边有树的地方e一下，会提示是否下去jump down，跳进去继续swim，会到

达小龙女的房间，enter，进去后有个桌子，na，会有个bai zhi，yanjiu一下就可

以提高心经buff效果了，原来是3倍属性效果，提高后变成4倍。  

2.16.7.8 经验之谈 

古墓一派由于武功面面俱到与强大的物理连而非常适合初学者，可是长远来

看，中后期由于玄铁命中下降明显、精气两虚综合实力下滑，而且在出师方面，

正因为本身面面俱到，也没有十分理想的选择，既无法加强自己的已有优势，又

无法弥补自己的劣势。古墓最弱的一环总所周知的是化学，但是强大的化学招式

基本都在邪派，而邪派武功基本都要放弃已有内功。除了推车护镖通常归于少林

外，无非就是去武当增加气血，要么就随便挑个有一招晕的门派从了，实在令人

扼腕。  

（古墓的素心是个很强大的buff，但也有它的不足，持续时间短，还有3秒

的busy，最关键的是，出师带不走。但古墓并不是只有素心一个技能。玉女心法

的yun xinjing，长恨鞭的chan，玄铁的汹涌。都是很实用的技能。所以不要被前

人的评价遮蔽了自己的双眼。还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目前情况，古墓出师明教，

是个不错的出师选择。走这条路的，记得要去学互搏的哦。不要依赖素心赠送的

互搏。） 

2.16.8 新手任务 

2.16.8.1 任务说明 

加入门派新手任务后，不能再红豆发呆了。这些任务也都比较简单，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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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发放任务NPC：小龙女 (ask longer about job)。 

可以在游戏中help task-gumu参考相关内容。目前，完成新手任务对古墓的

武功还没有加成。 

2.16.8.1.1 睡寒玉床 

1万经验以下会接到睡寒玉床的任务。每睡一次寒玉床都会直接给奖励，还

会随机奖励基本内功和玉女心法。 

用路径跑到古墓侧室，做个trigger简单方便；需要注意的是，1万经验睡寒

玉床不同于以后，每次只会消耗少量气血。 

睡完以后注意恢复气血，若气血到0继续睡寒玉床会晕倒。 

也许会有人问怎么睡，这种问题建议先看一下提示，其他地方也会经常碰到： 

  古墓侧室 -  

      这里是古墓侧室，四周都是石壁，冷得仿佛要滴下水来， 

  室内异常的黑暗，只有一张寒玉床(bed)发出幽幽的光。微弱 

  的光线下，你似乎还看到一条细绳(string)悬在空中。 

      你可以看看(look):string，bed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 l bed 
  这是一块极地寒玉雕成的床，室内的阵阵寒意就是从床上发出的。  

  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睡(shui)的哟。而且好象床底下似乎隐藏着什么。 

2.16.8.1.2 抓野兔 

1万经验以上就会有这个任务了，要出墓去到南边的草地草坪附近。 

会看到一只野兔，zhuo它即可。若有提示野兔在眼前消失，即可回去；获得

奖励和zhuo的次数有关 

抓野兔攻略：古墓新手应该如何抓兔子，「苗疆神隐 古墓传人」墨兰

(Inkflower) 大作： 

对于古墓的抓兔子任务，这里提供一个相对简单的思路 

抓兔子任务会遇到的几种情况和难处理的情况： 

1. 兔子会走动，follow是可行的，zhuo有BUSY，如果兔子走动时ID在BUSY状态，则会丢失兔子 

2. 一旦兔子丢失，需要有方法可以迅速找到兔子以继续任务 

3. 丢失兔子，如果不去找，则会一直在原地发呆 

4. 如果待在一个地方不走动，即便任务超时也不会获得任务结束的提示 

5. 如果有多个ID同时抓兔子，每ID各有一只兔子，只能抓自己的兔子，一种情况是每只兔子各在一个房

间，一种情况是一个房间有好几只兔子 

6. 抓兔子任务的奖励和你每次任务有效时间内zhuo的次数有关，zhuo得次数越多，奖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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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思路 

1. 设置一个起始点，用于开始找兔子，任务结束进墓的位置 

2. 定义一个暴力路径，路径的目的在于，从任意位置回到起始点 

3. 定义一个预设路径，用于从起始点开始遍历以找到兔子 

4. 定义一防发呆处理的计数器，每10s将计数数器+1， 而一旦有成功的zhuo发生则将计数器清零，一旦

计数器达到预告设置的值则进入防发呆处理流程 

5. 防发呆处理，1）回到起始点，找到兔子继续任务，2）回到起始点，回去交任务 

 
大致处理流程 

1. 出墓后，走到起始点，遍历以找到兔子，follow之，并不断地zhuo 

2. 兔子如果有离开，记录兔子离开的方向，一旦zhuo不成功，往该方向walk以期继续任务，否则等待进

入防发呆处理 

3. 在回到起始点的过程中，有可能收到任务完成的提示，需要对回到起始点的动作做甄别，以兔发生过度

触发情况。主要就是两种情况，进墓交任务和继续找兔子 

4. 任务结束后ID在任意位置，需要回到起始点进墓交任务 

5. 如果提示不是你的兔子，则继续遍历路径直到找到你的兔子 

 
这是个很简单的不用动脑筋的思路，关于实现请有需要的人们自己琢磨吧，想动脑筋做得更聪明一点的人

们请自由发挥 

2.16.8.1.3 网麻雀 

在断龙石南边的草坪可以网麻雀。 

每网一次有大概5秒的busy，消耗10点气血，还会增长纤云步法的小点，之

后获得一次奖励。 

2.16.8.1.4 取蜂蜜 

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小龙女会给你一把短笛，就一直戴在身上了。 

出墓到断龙石南边一格的草地开始，共有三个流程： 

1) 先开始清理(qingli)，直到出现提示获得奖励 

2) 开始吹短笛吸引蜜蜂(blow)，直到出现提示获得奖励 

3) 引蜂之后会有一段时间busy，之后可以提取(tiqu)。每次都获得一些奖励 

若中途提示回龙女处，下一次取蜂蜜任务可以继续上一次未完成的步骤。 

2.16.8.2 任务流程 

古墓地图（地图上数字对应npc按需求查找） 

        大厅17                    棺材(guancai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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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道─小石洞┄◎机关◎┄古墓墓洞22 

              │                     ┊ ∨ 

     石室15─墓道-─石室16           ┊棺材(guancai5) 

              │                     ┊ 〓 

             墓道   小厅12 兵器室    ┊密室21─小石洞20┄小石洞19─墓道 

              │ ╭┄│┄┄┄│┄┄┄╯                             │ 

   小石厅14─墓道-─墓道──墓道─小石厅13 河岸──────────墓道 

                 ┊  │                     │ 

   侧室11  古墓侧室9墓道                ◎地下河◎＞山洞18 

    │        │     │                     │ 

   走道      墓道   墓道          (长安)   溪底 

      ╲      │     │             ↓      ∧ 

厨房10─走道─侧室8─墓道          山道──小溪 

         │           │           ╱       │ 

    古墓派休息室     墓道       山道        山道                      (少林寺) 

                     ┊       ╱              ╲                        ↑ 

                  断龙石─山道7               山道─山道←平原→山坡→石阶←(汝州城) 

                    │ 

                   草地 

                    │ 

            草坪6─草地 

                    │ 

                 ↙草地5 

             小道4 

                 ↘小道3 

                    │ 

                   小道2 

                    │ 

                   小道1 

                    │ 

                  (全真) 

1.麻雀(Maque); 2.麻雀(Maque); 3.麻雀(Maque); 4.麻雀(Maque); 5.杨女(Yang nu); 6.麻雀

(Maque); 7.杨女(Yang nu); 8.孙婆婆(Sun popo); 9.寒玉床(bed)，细绳(string); 10.清水葫芦

(Qingshui hulu)，琉璃茄子(Liuli qiezi)，麻辣豆腐(Mala doufu)，菠菜粉条(Bocai fentiao); 11.玉蜂

针(Yufeng zhen)，玉蜂浆; 12.陆无双(Lu wushuang)，玉女心经(Yunu xinjing); 13.小玲(Xiao ling)，

女孩(Girl)，抚琴少女(Qin); 14.小虹(Xiao hong)，女孩(Girl)，执箫少女(Xiao); 15.扬冰儿(Yang 

binger); 16.扬雪儿(Yang xuer); 17.杨过(Yang guo)，小龙女(Xiao longnu); 18.九阴真经(Jiuyin 

zhenjing); 19.大石头 (stone); 20.大石头 (stone); 21.密室顶 (ding); 22.画 (picture)，棺材

(guancai?)  

 

 
走出古墓方式： 

                                               

侧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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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一间较大的石室，约一丈高，这里有一个石座， 

三尺见方，桌旁有几个木凳，靠西坐着位慈祥的老婆婆，正和蔼 

地看着你。石室的北边和西边各有一个小石洞，好象里面还有几 

个石室.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east、north 和 west。 

    铁甲(Armor) 

    古墓派总管 孙婆婆(Sun popo) 

> ask sun about 出墓 

你向孙婆婆打听有关『出墓』的消息。 

孙婆婆说道“好吧，我就带你出古墓吧。” 

    

     
进入古墓方式：                                  

                                                

山道 -  

        这是一终南山山后中的一条小道，小道的北边是一 

处峭壁，南边是一片荆棘。不时从树丛中传来声声虫叫。 

    「盛夏」: 夜幕笼罩著大地。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east 和 west。 

    古墓派圣女 杨女(Yang nu) 

> ask yang about 进墓 

你向杨女打听有关『进墓』的消息。 

杨女说道“好吧，我就带你去古墓吧。” 

                                                

草地 -  

        这是一终南山山后中的一片草地，地上长着绿油油 

的小草，走在上面感到很舒服，草间夹杂着许多野花，不时 

散发出阵阵幽香.  

    「盛夏」: 夜幕笼罩著大地。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westup 和 north。 

    姑苏慕容叛徒首领的尸体(Corpse) 

    古墓派圣女 杨女(Yang nu) 

 

 

阶段一：exp小于1万 

ask longnu about job 

你向小龙女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小龙女说道：「你且去寒玉床上睡睡吧，对内功修为有着一些好处。」 

>  

                                    
                          古墓侧室              

                             ｜      

                            墓道                

古墓侧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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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古墓侧室，四周都是石壁，冷得仿佛要滴下水来， 

室内异常的黑暗，只有一张寒玉床(bed)发出幽幽的光。微弱 

的光线下，你似乎还看到一条细绳(string)悬在空中。 

    你可以看看(look):string，bed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l bed 
这是一块极地寒玉雕成的床，室内的阵阵寒意就是从床上发出的。  

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睡(shui)的哟。而且好象床底下似乎隐藏着什么。 

shui 
你打算站着睡觉吗？ 

shui bed 
你躺在寒玉床上，开始运功抵御寒气。 

>  
你睡在寒玉床上，感到阵阵寒气传来，不得不运内力抵御。 

你的内力和寒气相互融合，成功只在一线之间。 

你潜运内力，试图抵御寒气，却未能成功。 

你感到体内内力四方游动，在抵御寒气的过程中有所增强！。 

你感到体内内力四方游动，在抵御寒气的过程中有所增强！。 

你睡在寒玉床上，感到阵阵寒气传来，不得不运内力抵御。 

你的内力和寒气相互融合，成功只在一线之间。 

你的内力和寒气相互融合，成功只在一线之间。 

你感到体内内力四方游动，在抵御寒气的过程中有所增强！。 

你睡在寒玉床上，感到阵阵寒气传来，不得不运内力抵御。 

你感到体内内力四方游动，在抵御寒气的过程中有所增强！。 

你睡在寒玉床上，感到阵阵寒气传来，不得不运内力抵御。 

你睡在寒玉床上，感到阵阵寒气传来，不得不运内力抵御。 

你的内力和寒气相互融合，成功只在一线之间。 

你睡在寒玉床上，感到阵阵寒气传来，不得不运内力抵御。 

你感到体内内力四方游动，在抵御寒气的过程中有所增强！。 

你睡在寒玉床上，感到阵阵寒气传来，不得不运内力抵御。 

你潜运内力，试图抵御寒气，却未能成功。 

你潜运内力，试图抵御寒气，却未能成功。 

你潜运内力，试图抵御寒气，却未能成功。 

你睡在寒玉床上，感到阵阵寒气传来，不得不运内力抵御。 

你感到体内内力四方游动，在抵御寒气的过程中有所增强！。 

你的内力和寒气相互融合，成功只在一线之间。 

你感到体内内力四方游动，在抵御寒气的过程中有所增强！。 

你冻得瑟瑟发抖，却发觉自己的功力有了进境。 

你被奖励了： 

        二十二点经验； 

        一点潜能； 

1万exp以下无需领取直接连续shui bed就可以了，该任务会减少气血，注意气血太少会晕倒，可以到下

面去sleep恢复气血 

任务奖励为精力 内力 门忠 玉女心法 基本内功（如果获得内功奖励别忘了jifa force yunu-xinfa，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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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内力超过上限) 

 

shui bed 

你的气血太低。睡寒玉床对你有害无益。（提示阶段一暂时结束，无法在连续shui bed，需要去ask longnu 

about job按照要求继续新手任务) 

此时状态 

≡━━━━━━━━━━━━━━━━━━━━━━━━━━━━━━━━≡ 

【 精神 】 100   / 100    [100%]  【 精力 】 0     / 92    (+   0) 

【 气血 】 162   / 162    [100%]  【 内力 】 223   / 223   (+   0) 

【 食物 】 356   / 400    [缺食]  【 潜能 】 6779                   

【 饮水 】 356   / 400    [缺水]  【 经验 】 10013                  

【 状态 】 健康 

≡━━━━━━━━━━━━━━━━━━━━━━━◎北大侠客行◎━━≡ 

>  
阶段二 

任务1： 

你向小龙女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小龙女说道：「我派纤云步，你学得那么差劲，还不快去补补？」 

可以通过跟师傅学习或者练习dodge提高 任务4也会提高纤云步 

任务2 

ask longnu about job 

你向小龙女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小龙女说道：「我虽然不吃腥荤，但古墓派并不禁止门下弟子吃些肉食，这些日子你也苦了，断龙石前的

草地有许多野兔。」 

小龙女说道：「一来你可以打打牙祭，而来捉(zhuo)它也可以练练轻功，不要轻易捕杀了。」 

找到随机出现在草地的兔子 

草地 -  

        这是一终南山山后中的一片草地，地上长着绿油油 

的小草，走在上面感到很舒服，草间夹杂着许多野花，不时 

散发出阵阵幽香.  

    「盛夏」: 雷鸣电闪，狂风骤雨无情地抽打着大地。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westup 和 north。 

    灰兔(Hui tu) 

    古墓派圣女 杨女(Yang nu) 

zhuo 
你蹑手蹑脚地走到兔子的身后，伸手抓去。 

>  

大致会有2种结果 

1成功抓住 

你一把捉住兔子，忽然童心大起，要与它比赛轻功，要累得兔儿无力奔跑为止。 

你放开了兔子。 

2逃脱 

> zhuo 

你蹑手蹑脚地走到兔子的身后，伸手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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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笨手笨脚的，吓跑了兔子。 

灰兔往西边离开。 

注意抓兔子就是反应要快，兔子跑的很快的。。。 

出现以下2语句证明任务结束 回去ask longnu about job 

灰兔一蹦一跳地脱离了你的视线。 

你出墓很久了，先回去看看小龙女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吧。 

 

任务3： 

你向小龙女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小龙女说道：「断龙石前的草地，特别适合养蜂，你去养蜂酿蜜吧。」 

到了那里，你先清理(qingli)出适合蜜蜂的一片所在，之后可以用吹(blow)短笛，引来蜜蜂，时机成熟后，

可以提取(tiqu)蜂蜜完成任务。 

小龙女给你一只短笛。 

小龙女传授了你驱蜂之术。 

                            草地                

草地 -  

        这是一终南山山后中的一片草地，地上长着绿油油 

的小草，走在上面感到很舒服，草间夹杂着许多野花，不时 

散发出阵阵幽香.北边就是古墓了.  

    「盛夏」: 太阳正高挂在西方的天空中。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south 和 north。 

 
你开始清理这一片草地。 

> qingli 
你开始清理这一片草地。 

> qingli 

 
你开始清理这一片草地。 

> qingli 
你终于整理出一块适合养蜂的所在。 

在劳作中，你增加了经验三十七点，潜能四十六点！ 

你现在可以开始吹笛引蜂了。 

 
这里已经清理完毕，你可以吹笛引蜂了。 

> blow 
你开始吹奏短笛，发出一些奇怪的韵律。 

> blow 
你开始吹奏短笛，发出一些奇怪的韵律。 

> blow 

 
你吹奏了半天，半只蜜蜂也没有出现，不禁有些气馁。 

blow  
你吹奏了半天，半只蜜蜂也没有出现，不禁有些气馁。 

b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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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开始吹奏短笛，发出一些奇怪的韵律。 

大群大群的蜜蜂出现了，开始筑巢了，稍等片刻你就可以开始提取(tiqu)花蜜了。 

在劳作中，你增加了经验二十六点，潜能四点！ 

> tiqu 
玉蜂还没有成熟，暂时没有蜂蜜让你提取。 

> tiqu 
你开始提取玉蜂的花蜜。 

在劳作中，你增加了经验三点，潜能五点！ 

>  

tiqu 
你开始提取玉蜂的花蜜。 

在劳作中，你增加了经验二点，潜能七点！ 

tiqu 
你开始提取玉蜂的花蜜。 

在劳作中，你增加了经验二点，潜能五点！ 

> tiqu 
你出墓很久了，先回去看看小龙女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吧。（任务结束） 

 

任务4 

ask longnu about job 

你向小龙女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小龙女说道：「我派武功以轻灵为主，你去墓外的草坪把麻雀都捉来(wang)给我，可不许弄伤了羽毛脚爪。」 

> wang maque 
你被奖励了： 

        三点经验； 

        五点潜能； 

        二点江湖声望。 

你的双手天罗地网般地网向麻雀，麻雀扑扑通通地飞，但都没飞出你的手掌所能够的范围。 

你网了半天，似乎觉的轻功有所提高。 

> 
你的双手天罗地网般地网向麻雀，麻雀扑扑通通地飞，但都没飞出你的手掌所能够的范围。 

你的「纤云步法」进步了！ 

你网了半天，似乎觉的轻功有所提高。 

wang maque 
你的双手天罗地网般地网向麻雀，麻雀扑扑通通地飞，但都没飞出你的手掌所能够的范围。 

你网了半天，似乎觉的轻功有所提高。 

如果不在奖励经验 就可以返回ask longnu about job，如果不返回继续wang maque 可以获得dodge

和纤云步提高，但是没有奖励exp了 

 

任务cd 

你向小龙女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小龙女说道：「我略感不适，你稍后再来吧。」 

2.17 灵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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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1 灵鹫宫介绍 

灵鹫宫可以算是逍遥派的一个分支，它是由逍遥派传人天山童姥创立的，天

山童姥和无涯子、李秋水曾经同为逍遥派弟子，后来在三人之间发生了许多感情

纠纷，以至于童姥和李秋水之间形同水火，双方竭尽全力想置对方于死地。童姥

在感情失意后，只身来到天山灵鹫峰，招收了许多无依无靠的女人建立了一个庞

大的武林门派－－灵鹫宫。后来童姥依靠师门绝技天山六阳掌和天山折梅手，在

武林中掀起了滔天波涛。生死符令武林人士谈虎色变。后来，武林人士为了自身

的生存，发起了一次针对童姥的行动，其时恰逢童姥练功返老还童之时，李秋水

趁机出来找童姥算帐。少林和尚虚竹在此行动中，莫名其妙地得到了一身神鬼莫

测的功夫，还成了逍遥派与灵鹫宫两派的掌门，而童姥、无涯子、李秋水三个同

门全部去世。虚竹继任灵鹫宫掌门后，以德报怨，为众多武林人士化去生死符，

令这些草莽英雄真心归附灵鹫宫，从此，灵鹫宫由原来的人所不齿的邪恶门派成

为众人敬慕的武林圣地。 

2.17.2 灵鹫宫人物简介 

 灵鹫宫主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天山童姥 

 灵鹫宫尊主：「梦郎」虚竹 

 灵鹫宫首领： 余婆婆、石嫂、符敏仪 

 灵鹫宫副首领：程青霜 

 灵鹫宫弟子 

2.17.3 灵鹫宫武功简介 

内功 

 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bahuang-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此功威力奇大，除了具有一般特殊内功的功用外，还具加强攻击力、自疗、疗人之用，更为惊奇之处是它

还具有返老还童的功效。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高于20级，基本内功要高于特殊内功才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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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要求：八荒功20级，当前内力50 

2、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八荒功40级，最大内力300，当前内力100 

3、加力 exert/yun powerup 要求：八荒功40级，当前内力100，八荒功600级以后达到1/3效果。

有对有效轻功加成的效果。 

 北冥神功（beiming-shengong） 

■基本功效：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招架(parry) 

■学习条件：灵鹫宫弟子，基本内功100级，如果不是武学大宗师，需要放弃其他内功（八荒功、小无相

功、易筋经除外）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吸气 

■使用：exert/yun qisuck 

■功能：吸取临时气血。 

■要求：北冥神功2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10 

2、吸精 

■使用：exert/yun jingsuck 

■功能：吸取临时精神。 

■要求：北冥神功3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10 

3、吸内力 

■使用：exert/yun neilisuck 

■功能：吸取临时内力。 

■要求：北冥神功4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20 

4、吸永久内力 

■使用：exert/yun maxsuck 

■功能：吸取内力上限。 

■要求：北冥神功80级，空手，当前内力大于20 

5、疗伤 

■使用：exert/yun lifeheal 

■功能：给别人疗伤，能救醒晕倒之人。 

■要求：最大内力1000，内力500。 

6、北冥 

■使用：exert/yun beiming 

■功能：战斗中吸对手的内力，并且可以造成对手busy，命中不高 

■要求：北冥神功200级，基本内功200级，最大内力1000，内力500。 

兵器功夫 

 天羽奇剑(tianyu-qi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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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持剑，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 

1、天羽纷飞 perform sword.fenfei 

■功能：连续发出若干招攻击 

■要求：灵鹫宫弟子，持剑。 出6招和9招的条件为八荒、月影、天羽等级分别达到360和540。 

2、凤舞九天 perform sword.fengwu 

■功能：连续发出若干招攻击且自身无busy，可以fenfei，tanmei一起使用 

■要求：灵鹫宫弟子，持剑。最大内力300，当前内力400，气200，天羽奇剑等级150，八荒功等

级150 

■凤舞九天4个字，每个字一招。如果命中则根据技能等级追加数次额外攻击，如未命中，则不追加。

每个字最多追加4下攻击，在每个字都命中且追加攻击全命中的情况下一共 (1+4)*4=20连。 根据经验，

天羽400-410之前有一定概率追加1-3下，400-410之后必然追加3下。追加4下的条件不完全明确。天羽

600、八荒600、六阳掌5xx时仍只追加3下，天羽630、八荒630、六阳掌600+时可追加4下，推测追加

4下的条件为天羽、八荒、六阳掌同时达到600级。 

 长恨剑法(changhen-jian)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持剑，气大于50，耗气 

■特殊攻击：无 

空手功夫 

 天山六阳掌(liuyang-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throwing 

■学习条件：空手，最大内力大于2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当前内力大于20，耗气 

■特殊攻击： 

1、种生死符 perform strike.zhong/perform throwing.zhong 

■功能：运内力使水结冰，给敌人造成伤害并中毒 

■要求：空手，天山六阳掌等级150， 八荒功等级120，基本暗器等级100。身上带有酒袋，天山六

阳掌激发为暗器 

2、解生死符 perform strike.jie 

■功能：解除对手的生死符之毒 

■要求：空手，天山六阳掌等级150， 八荒功等级120，当前内力大于200 

3、连种生死符 perform strike.lianzhong/perform throwing.lianzhong 

■功能：连续攻击 

■要求：空手，天山六阳掌等级200， 八荒功等级200，基本暗器等级200。身上带有酒袋，天山六

阳掌激发为暗器 

■注：可与天山折梅手互备 bei liuyang-zhang zhemei-s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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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折梅手(zhemei-shou) 

■可激发为parry； hand 

■学习条件：空手，最大内力大于2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当前内力大于20，耗气 

■特殊攻击： 

1、夺对方兵器 perform hand.duo 

■功能：夺得对方兵器 

■要求：空手，天山折梅手等级120，小无相功等级100，八荒功等级100，当前内力100 

2、弹梅.落雪.散花香 perform hand.tanmei 

■功能：增加战斗力，连续攻击敌人 

■要求：空手，天山折梅手等级150，小无相功等级150，八荒功等级150，当前内力2000，精力

500 

3、折梅 指令：perform hand.zhemei 

■功能：伤害对手气血及上限 

■要求：空手，天山折梅手等级120，小无相功等级120，八荒功等级120，北冥神功120，当前内

力400，最大内力1000 

■注：可与天山六阳掌互备 bei liuyang-zhang zhemei-shou 

轻功 

 月影舞步(yueying-wubu)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大于45，耗气 

■特殊攻击：无 

2.17.4 灵鹫宫拜师指南 

2.17.4.1 拜师要求 

灵鹫宫只收女弟子。灵鹫宫弟子拜师要从基本的弟子做起，然后再副首领、

首领、总管，各级的师傅分别是： 

 灵鹫宫主人「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天山童姥 弟子为灵鹫宫总管 

 灵鹫宫尊主「梦郎」虚竹： 弟子为灵鹫宫首领 

 昊天部首领 余婆婆： 弟子为灵鹫宫副首领 

 阳天部首领「针神」符敏仪： 弟子为灵鹫宫副首领 

 钧天部副首领 程青霜： 弟子为灵鹫宫一般入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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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要求，没一级弟子达到一定水平可以拜上一级师傅，同级师傅可以转拜，

但上一级师傅的弟子不能再拜下一级师傅。 

 天山童姥拜师要求：门忠1500，八荒功等级150 ，根骨达到35，需要

杀丁春秋，不收叛师之徒。 

 虚竹拜师要求：门忠1000，八荒功等级120，根骨25，以及解密。 

 余婆、符敏仪拜师要求：门忠500，八荒功等级60。 

 程青霜，需要根骨20，判师记录少于2次。 

2.17.4.2 新手指南 

要想拜灵鹫宫，需要从扬州一直往西，到天山小镇往北，即可到灵鹫宫山下。

找到余婆婆，ask yu about 上山，她就会带你走过山涧，然后根据提示拜即可。

拜程青霜需要根骨20。灵鹫宫弟子可以向石嫂要任务(ask shi about quest)，还有

其他任务，请help lingjiujob。 

2.17.5 灵鹫宫师傅武功等级 

 程青霜 

程青霜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二项技能） 

┌ 一项基本知识 ──────────────────────┐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半生不熟 70/ 0│ 

└────────────────────────────────┘ 

┌ 六项基本功夫 ──────────────────────┐ 

│ 基本轻功 (dodge) - 初出茅庐 8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初出茅庐 80/ 0│ 

│ 基本手法 (hand) - 初窥门径 7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初窥门径 70/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初出茅庐 8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初窥门径 60/ 0│ 

└────────────────────────────────┘ 

┌ 五项特殊功夫 ──────────────────────┐ 

│□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 (bahuang-gong) - 第三重楼 70/ 0│ 

│□长恨剑法 (changhen-jian) - 初窥门径 70/ 0│ 

│□天山六阳掌 (liuyang-zhang) - 初窥门径 70/ 0│ 

│□月影舞步 (yueying-wubu) - 初窥门径 60/ 0│ 

│□天山折梅手 (zhemei-shou) - 初窥门径 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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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敏仪 

符敏仪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一项技能） 

┌ 六项基本功夫 ───────────────────────┐ 

│ 基本轻功 (dodge) - 勉勉强强 14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勉勉强强 130/ 0│ 

│ 基本手法 (hand) - 勉勉强强 13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勉勉强强 140/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勉勉强强 13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初窥门径 150/ 0│ 

└─────────────────────────────────┘ 

┌ 五项特殊功夫 ───────────────────────┐ 

│□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 (bahuang-gong) - 第二重楼 150/ 0│ 

│□长恨剑法 (changhen-jian) - 勉勉强强 140/ 0│ 

│□天山六阳掌 (liuyang-zhang) - 勉勉强强 130/ 0│ 

│□月影舞步 (yueying-wubu) - 初窥门径 160/ 0│ 

│□天山折梅手 (zhemei-shou) - 勉勉强强 130/ 0│ 

└─────────────────────────────────┘ 

 余婆婆 

余婆婆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二项技能） 

┌ 一项基本知识 ───────────────────────┐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略知一二 120/ 0│ 

└─────────────────────────────────┘ 

┌ 六项基本功夫 ───────────────────────┐ 

│ 基本轻功 (dodge) - 初窥门径 16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初窥门径 150/ 0│ 

│ 基本手法 (hand) - 勉勉强强 14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初窥门径 150/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勉勉强强 14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初窥门径 150/ 0│ 

└─────────────────────────────────┘ 

┌ 五项特殊功夫 ───────────────────────┐ 

│□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 (bahuang-gong) - 第二重楼 160/ 0│ 

│□长恨剑法 (changhen-jian) - 初窥门径 150/ 0│ 

│□天山六阳掌 (liuyang-zhang) - 初窥门径 160/ 0│ 

│□月影舞步 (yueying-wubu) - 初窥门径 160/ 0│ 

│□天山折梅手 (zhemei-shou) - 勉勉强强 140/ 0│ 

└─────────────────────────────────┘ 

 虚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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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竹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六项技能） 

┌ 一项基本知识 ───────────────────────┐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半生不熟 150/ 0│ 

└─────────────────────────────────┘ 

┌ 七项基本功夫 ───────────────────────┐ 

│ 基本轻功 (dodge) - 普普通通 25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普普通通 250/ 0│ 

│ 基本手法 (hand) - 平平淡淡 28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普普通通 250/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平平淡淡 28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平平淡淡 280/ 0│ 

│ 基本暗器 (throwing) - 初出茅庐 180/ 0│ 

└─────────────────────────────────┘ 

┌ 八项特殊功夫 ───────────────────────┐ 

│ 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 (bahuang-gong) - 第二重楼 150/ 0│ 

│□北冥神功 (beiming-shengong) - 第三重楼 250/ 0│ 

│□凌波微步 (lingbo-weibu) - 初出茅庐 200/ 0│ 

│□天山六阳掌 (liuyang-zhang) - 普普通通 250/ 0│ 

│□天羽奇剑 (tianyu-qijian) - 初出茅庐 200/ 0│ 

│ 小无相功 (xiaowuxiang-gong) - 第三重楼 200/ 0│ 

│ 月影舞步 (yueying-wubu) - 普普通通 250/ 0│ 

│□天山折梅手 (zhemei-shou) - 普普通通 250/ 0│ 

└─────────────────────────────────┘ 

PS：虚竹的凌波微步能看不能学，逗你玩呢 

 天山童姥 

天山童姥目前所学过的技能：（共十六项技能） 

┌ 一项基本知识 ───────────────────────┐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已有小成 250/ 0│ 

└─────────────────────────────────┘ 

┌ 七项基本功夫 ───────────────────────┐ 

│ 基本轻功 (dodge) - 粗通皮毛 350/ 0│ 

│ 基本内功 (force) - 粗通皮毛 350/ 0│ 

│ 基本手法 (hand) - 粗通皮毛 350/ 0│ 

│ 基本招架 (parry) - 粗通皮毛 350/ 0│ 

│ 基本掌法 (strike) - 粗通皮毛 350/ 0│ 

│ 基本剑法 (sword) - 粗通皮毛 350/ 0│ 

│ 基本暗器 (throwing) - 平淡无奇 300/ 0│ 

└─────────────────────────────────┘ 

┌ 八项特殊功夫 ───────────────────────┐ 

│□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 (bahuang-gong) - 第四重楼 350/ 0│ 

│ 北冥神功 (beiming-shengong) - 第二重楼 1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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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恨剑法 (changhen-jian) - 平平淡淡 280/ 0│ 

│□天山六阳掌 (liuyang-zhang) - 粗通皮毛 350/ 0│ 

│□天羽奇剑 (tianyu-qijian) - 粗通皮毛 350/ 0│ 

│ 小无相功 (xiaowuxiang-gong) - 第三重楼 250/ 0│ 

│□月影舞步 (yueying-wubu) - 粗通皮毛 350/ 0│ 

│□天山折梅手 (zhemei-shou) - 粗通皮毛 350/ 0│ 

└─────────────────────────────────┘ 

2.17.6 灵鹫宫迷题提示 

 天龙八部 

灵鹫宫尊主「梦郎」虚竹，曾经在西夏皇宫认识了一位女子，如今他们天各

一方，如果你能帮他们再次见面，自然少不了好处咯。 

 灵鹫秘道 

这里是灵鹫宫人工修造的秘道，秘道深处似乎有个密室，说不定记载着什么

高深的武功，或是藏有什么宝藏。不过这样的秘道也许会有什么机关，最好小心

为妙！ 

2.17.7 高级攻略 

2.17.7.1 先天属性 

从一开始说起:ID必须是女性。因为灵鹫只收女人。至于先天属性问题。现

在流行的变态人就不用细说了。30 10 30 10 30 30，前面四项分别是.臂力，悟性，

根骨，身法。后两项是福缘。容貌，不过具wiz透露过一次说是灵鹫宫的id悟性

高有好处。因为只玩过一个灵鹫的id.两种选法到底那种更强。没有试过。根据自

已的想法玩吧。当时我选的是低臂力。高悟性。高根骨。低身法。具体数值忘了．

有一种选取法是前面四项20 20 30 10，个人认为这种选法也可能玩灵鹫的人了．

至于后面两项．福缘高的话萧峰任务奖励功夫的机会少点．福缘低的话．奖励功

夫的机会多点．最后一个容貌．女人当然是好看一点好．嘿嘿。 

2.17.7.2 武功评价 

灵鹫的功夫是以暴发力为主的．在三秒钟之内可以发出十六到十七下攻击对

手，不过灵鹫没太好的busy对手的功夫．有两个perform虽然可以短暂busy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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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时间短的几乎可以不计算了．这是灵鹫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因此可以偷一个

busy功夫，怎么偷自已想办法．或是去读一个busy功夫，侠客岛上有．  

2.17.7.2.1 内功 

内功的选择 

跟别的门派比的话灵鹫的内功应该是最多的．可以同时学三项．北冥．八荒．

小无相.很多newbie不知道这三种功夫应该那个先学那个后学．不好取舍．这里

个人认为是，三种功夫都要学．不过学的程度不一样．八荒是灵鹫的主修内功．

一定要学的．大部分的潜能都要放在这个上面，小无相功有两个perform，一个

powerup，另一个是yun shield.yun shield加防护．作task很有用.北冥神功对手灵鹫

来说．就是吸内力．省去了打坐的时候．如果有多的潜能可以放在这上面．没有

的话可以就可以少学或是不学．可以想办法吃药解决内力问题．因为吸内力也是

受到北冥等级限制，后期基本上不用了．这个内功也是跟天龙的内功一至的．所

以说灵鹫出师如果身上有busy功夫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天龙了.  

补：北冥学到够吸就行了，省了吐纳，丸子。小无相功跟虚竹学满，好像童

姥姥的无相功不如虚竹，拜师前先学好。以后修炼省不少点数呢。（纠错：童姥

的北冥不如虚竹，不是小无相功）  

内功等级问题 

八荒是越高越好．小无相功学到300到400级就够用了．北冥能学多少就学多

少.曾经测试过。同样500的特殊内功。jifa后yun powerup。八荒功比小无相要多

出一百多级的有效轻功.  

2.17.7.2.2 外功 

外功的选择 

所有的功夫都学满，特殊的问题就是基本掌法跟基本暗器，基本掌法学一点

就够用了．过阵以后就不用练了．因为灵鹫在基本掌法上出的perform就是一个

解去生死符．而且基本上你不会去为别人解去生死符．所以就是有就可以．相对

于掌法来说．暗器一定要学好．因为灵鹫的连种生死符是一个很不错的per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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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大．命中高．不过会百分百的叫杀.用的时候加小心.至于剑法里．有一个长

恨剑法．没有任何pfm．平砍效果比天羽奇剑强些．如果前期能学到busy功夫的

话配合起来作护镖是个好办法．安全．效率高．掉东西机率不减.  

因为初期pot不足，所以，只学hand+折梅手就行了。 六阳掌+strike+throwing 

因为没有书支持60+的基本strike，所以要考学，pot虽说不多，初期总是有些紧张。 

而且初期等级不够，学了也发不出pfm不如盯着一个学。 就把臂力放在hand上。 

hand也不想学的话，读个finger也可以 六脉神剑剑谱 辅助一下臂力而已，当铺

有售吧。 学个英雄剑法，天语奇剑 +好一点武器，过度初期吧。 空手功夫本来

就没什么杀伤力。  

等过了 罗汉阵，补上六阳掌+strike+throwing，就可以发pfm了。 基本掌法

其实也没必要跟上。 跟师傅学 六阳掌法就行了。 基本有时间慢慢领悟吧。pot

给八荒功吧  

2.17.7.2.3 Perform 

下面说perform:灵鹫的一个最特殊的pfm（perform)．凤舞九天．是一个自已

无busy的pfm而且有机会使对手busy，同时会有一定的叫杀机率.灵鹫的剑法里一

共有两个pfm，凤舞九天，天羽分飞，凤舞九天无busy连打四下，有大约5秒的冷

确时间.天羽分飞busy两秒钟，有大约一分钟的冷却时间，最多一次可以连发九

下，空手功夫方面． 天山折梅手，弹梅，连发三下，并有机率使对手busy.六阳

掌：种生死符.打一下.可以偷袭.在不让动手的地方可以用来叫杀的.连种生死符，

连发四下．身上有要酒袋.这里要提示的是．生死符虽然攻击强．命中高．不过

是百分百叫杀的，所以要用的话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你能百分百杀死对手．

用这个pfm加快制敌速度，提高效率，要么就是自已跟对手相持不下没有胜算的

时候，用这个pfm，可能一下会反败为胜.因此说如果以上pfm组合起来使用，就

是凤舞九天＋天羽分飞(busy2秒)＋弹梅.或是连种，一种16下．一种17下．从一

开始发动攻击．到最后结束．再加上2秒的busy时间．就是在三秒钟的时间内可

以连攻对手16或是17下.不过并不是这样的组合就能百分百制敌，根据不同的任

务要有不同的用法．  

凤舞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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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舞九天4个字，每个字一招。如果命中则根据技能等级追加数次额外攻击，

如未命中，则不追加。每个字最多追加4下攻击，在每个字都命中且追加攻击全

命中的情况下一共 (1+4)*4=20连。 根据经验，天羽400-410之前有一定概率追加

1-3下，400-410之后必然追加3下。追加4下的条件不完全明确。天羽600、八荒

600、六阳掌5xx时仍只追加3下，天羽630、八荒630、六阳掌600+时可追加4下，

推测追加4下的条件为天羽、八荒、六阳掌同时达到600级。 对臂力较为敏感，

据统计，217的武器无might，战斗臂力从96提升到103对劫匪的输出增幅在10%

以上  

天羽纷飞 

出6招和9招的条件为八荒、月影、天羽等级分别达到360和540。前三招one hit

伤害和平砍相当，中三招略有提高，后三招增幅很大，约有3倍。  

2.17.7.3 任务的作法 

先要说的是如果练灵鹫的时候没有学习任何busy对手的功夫的话．那么初期

就不要考虚萧峰跟胡一刀．硬要作的话你会死的很惨的，  

2.17.7.3.1 murong 任务 

不用多说．见面后面接连发．能打多少就就打多少下．基本上就是这样．也

有碰到变态叛徒，从见面一直busy你．直到最后你死在他的手上．这样的npc我

碰到过．也死在了他的手上．不过玩了这么久只碰到过一个.  

2.17.7.3.2 task任务 

这个任务对灵鹫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任务．有一个小技法．就是作这个任务

的时候．把内功jifa到小无相功上．然后身上什么也不穿．只穿一个布衣．手里

拿一把好剑．推荐玄铁．打npc的时候yun powerup;yun shield．见面后先把对手的

兵器用折梅手的perform hand.duo打掉．然再用连击．打掉兵器后就要以连种生

死符为主要进攻手段。可以快的杀死对手．这样作的原因是因为yun shield后虽

然你自身什么也没有穿．不过shield加的防护足够你自已使用．而tasknpc是copy

你的当前状态的．对手防护很低．也只穿一件布衣的防护，你打中对手后他很容

易受伤．使最大气血下降，而你不会受伤．所以你只要吸气就可以了，对手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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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血掉下去后就很容易打死.  

2.17.7.3.3 护镖任务 

对灵鹫来说.前期护镖还是不错的．不过这里要有一个pfm顺序，碰到第一个

匪的时候．要用先用天羽分飞去打，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机率是一下把对手匪

打跑，再走第二步的时候用凤舞九天接弹梅．再走第三步的时候还是用天羽分飞．

这样用是因为天羽分飞有一定的cooltime(冷确时间).  

2.17.7.3.4 萧峰和胡一刀 

萧峰跟胡一刀放在一起说．如果没有busy对手功夫的话就不要去作了．刚开

始的时候如果学到busy对手功夫的话．就是见面后busy对手．然后用夺打掉对手

兵器．萧峰任务以折梅手弹梅为主.手里要拿一个轻剑.比如七星剑.或是游侠剑.

打中杀手后杀手不易受伤.这样可以节省金创药跟给对手疗伤的时间.折梅手里的

perform折梅是一下一下的打（明教的不反弹)，胡一刀也是一样．busy对手后．

记得打掉兵器．左右手的全要打掉，因为安全第一.heihei  

2.17.7.4 其它 

任务说完了就是灵鹫的特殊地点，具说灵鹫有一个密道，里面记载了灵鹫的

功夫，花园那里有一个山．用ban shan然后down可以进密道。到最里面的石室．

可以学天山折梅手。跟天山六阳掌。不用潜能。最高可以学到250级。不过不建

意去学。因为效率机低。记得进去时拿照明设备．火把。火折。否则黑黑的什么

也看不见，灵鹫有一个大松树．饿的时候或是想配药的时候上去看看．千年松果。

吃一个能把你撑冒泡.作女娲石的必要材料.储藏室里有酒袋.十五分钟刷二十个.

没事的时候就去拿.当身上没有酒袋的话连种生死符是不让发的.会很郁闷的.这

二十个酒袋特殊的是不占身上的负重。别的目前还没有玩出来.  

hash说：  

l picture;   read picture       灵鹫的能学 

whuan无欢说:  

190有效等级的八荒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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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的其他空手功夫 

可以读到250 

Lvyunyin前辈的老帖测试了：  

在天山脚下杂货铺买个火折子 

到灵鹫花园:ban shan;d;nd;nd;nd;ed;e;s;w;sw;se;ne;sw;ed;nd;enter;use fire;l picture;read 

picture; 

可读条件:  八荒功150  天山六阳掌150  天山折梅手150 

经过100次测试，各项技能增值浮动不超过+ - 5； 该地方可将上诉3种技能读至300级 ； 没法睡觉，很

无聊，浪费时间。 

2.17.7.5 后期发展方向 

先说一下出师的方法.如果前期搞到了busy的功夫.就不用说了.没有busy的话

唯一能靠上的就是凤舞九天.出师时的方法就是打掉兵器.然后出一个凤舞九天看

到了对手呆住了.就是你busy了对手.然后接一个连种生死符.因为大师的血很多.

靠生死符打的能快点.如果对手没有呆住就先接一个弹梅.然后再种.这两下都没

有使对手busy的话就得认命了. 下面说一下灵鹫后期的发展方向:就是出师以后

的要去那个门派，根据功夫情况来看．灵鹫的出师后最好的选择应该去天龙．因

为内功基本上一至，只学一些天龙的外功就可以，内功还是用从前的内功，如果

不去天龙的话．而且在出师以前没有学到busy功夫，那就应该找一个busy功夫过

硬的门派如武当．武当不光可以学到好的busy功夫(太极剑)．同时可以悟道加长

自已的气血，一般后期养老的好地方，相对于其它门派来说．灵鹫的气血也算少

的．不过去武当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要重修内功。从前灵鹫的内功不支持武

当的perform，而用武当的内功可以支持灵鹫的perform.  

2.17.7.6 提示 

最后要说的就是几个师父．灵鹫的入门师父．不用说了．有什么学什么，到

虚竹这里一定要把北冥神功学完．因为童姥的北冥神功还没有虚竹的北冥神功高. 

还要提示的就是有一句触发“绝招总用就不灵了 “这句触发对灵鹫的人很重要。

是表示天羽分飞这个pfm的cooltime还没有过。最好把这句话触发器里面成天开着。

里面触发后的命令就是出别的pfm。凤舞。弹梅。连种。自已看着出就行了。用

的目的就是在打架的时候屏幕刷的是很快的。肉眼不一定能看的到，放触发里不

至于在打架的时候因为看不见提示而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最后提示一句.不要

南侠wiki  第495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放弃灵鹫功的任何一项功夫.因为灵鹫的pfm要求都很高.少了那个也不行。  

2.18 明教 

2.18.1 明教简介 

明教源出波斯，本名摩尼教，于唐武后延载元年传入中土，其时波斯人拂多

诞持明教“三宗经”来朝，中国人始习此教经典。唐大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长安

洛阳建明教寺院“大云光明寺”。此后太原，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重镇均建

有大云光明寺。至会昌三年，朝廷下令杀明教徒，明教势力至此大衰。自此之后，

明教便成为犯禁的秘密教会，历朝均饱受官府摧残。明教为图生存，行事不免诡

秘，终于摩尼教这个“摩” 字，被后人改为“魔”字，世人称之为魔教。明教教众

为免于外患，不辍习武。其中不乏武林高手，历代教主更是武林霸主人物。 

2.18.2 明教人物简介 

 明教教主：张无忌 

┌一项基本知识─┐ 

医术(medical-skill) 融会贯通300/0 

┌八项基本功夫─┐ 

基本刀法(blade) 平淡无奇300/0 

基本拳法(cuff) 平淡无奇300/0 

基本匕法(dagger) 平淡无奇300/0 

基本轻功(dodge) 平淡无奇300/0 

基本内功(force) 半生不熟380/0 

基本招架(parry) 粗通皮毛350/0 

基本掌法(strike) 平淡无奇300/0 

基本剑法(sword) 平淡无奇300/0 

┌十二项特殊功夫─┐ 

大腾挪步法(datengnuo-bufa) 平淡无奇300/0 

□光明圣火功(guangming-shenghuogong) 第四重楼350/0 

□寒冰绵掌(hanbing-zhang) 平淡无奇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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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神功(jiuyang-shengong) 第五重楼380/0 

□烈焰刀(lieyan-dao) 平淡无奇300/0 

□乾坤大挪移(qiankun-danuoyi) 粗通皮毛330/0 

七伤拳(qishang-quan) 普普通通250/0 

□圣火令法(shenghuo-lingfa) 半生不熟380/0 

□太极剑法(taiji-jian) 平淡无奇300/0 

□太极拳(taiji-quan) 平淡无奇320/0 

太极神功(taiji-shengong) 第五重楼380/0 

□梯云纵(tiyunzong) 普普通通250/0 

小提示：张无忌的太极系列功夫明教弟子是不能学的，切记切记！ 

 光明圣使：「光明左使」杨逍 

┌一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literate) 略知一二110/0 

┌五项基本功夫┐ 

基本刀法(blade) 勉勉强强140/0 

基本轻功(dodge) 初窥门径150/0 

基本内功(force) 勉勉强强120/0 

基本招架(parry) 勉勉强强120/0 

基本掌法(strike) 勉勉强强120/0 

┌五项特殊功夫┐ 

□大腾挪步法(datengnuo-bufa) 勉勉强强120/0 

□光明圣火功(guangming-shenghuogong) 第二重楼120/0 

□寒冰绵掌(hanbing-zhang) 初窥门径150/0 

□烈焰刀(lieyan-dao) 初窥门径150/0 

圣火令法(shenghuo-lingfa) 毫不足虑50/0 

 护法法王： 

「紫衫龙王」黛绮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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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基本知识┐ 

基础梵文(fanwen) 马马虎虎200/0 

读书写字(literate) 略知一二100/0 

┌四项基本功夫┐ 

基本轻功(dodge) 初学乍练100/0 

基本内功(force) 初学乍练110/0 

基本招架(parry) 勉勉强强120/0 

基本暗器(throwing) 初出茅庐180/0 

┌三项特殊功夫┐ 

□大腾挪步法(datengnuo-bufa) 初学乍练100/0 

□飞花摘叶手法(feihua-shou) 初出茅庐180/0 

□光明圣火功(guangming-shenghuogong) 第二重楼100/0 

「白眉鹰王」殷天正 

┌一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literate) 略知一二100/0 

┌四项基本功夫┐ 

基本爪法(claw) 初学乍练110/0 

基本轻功(dodge) 初学乍练100/0 

基本内功(force) 初学乍练110/0 

基本招架(parry) 勉勉强强120/0 

┌三项特殊功夫┐ 

□大腾挪步法(datengnuo-bufa) 初学乍练100/0 

□光明圣火功(guangming-shenghuogong) 第二重楼100/0 

□鹰爪功(myingzhua-gong) 勉勉强强120/0 

「金毛狮王」谢逊 

┌一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literate) 马马虎虎200/0 

┌五项基本功夫┐ 

基本刀法(blade) 初学乍练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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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拳法(cuff) 初窥门径150/0 

基本轻功(dodge) 初学乍练110/0 

基本内功(force) 初学乍练110/0 

基本招架(parry) 勉勉强强120/0 

┌四项特殊功夫┐ 

□大腾挪步法(datengnuo-bufa) 初学乍练100/0 

□光明圣火功(guangming-shenghuogong) 第二重楼100/0 

□烈焰刀(lieyan-dao) 勉勉强强120/0 

□七伤拳(qishang-quan) 初窥门径150/0 

「青翼蝠王」韦一笑 

┌一项基本知识┐ 

读书写字(literate) 略知一二100/0 

┌四项基本功夫┐ 

基本轻功(dodge) 初出茅庐200/0 

基本内功(force) 初学乍练110/0 

基本招架(parry) 勉勉强强120/0 

基本掌法(strike) 初学乍练110/0 

┌三项特殊功夫┐ 

□大腾挪步法(datengnuo-bufa) 初出茅庐200/0 

□光明圣火功(guangming-shenghuogong) 第二重楼100/0 

□寒冰绵掌(hanbing-zhang) 初学乍练100/0 

 五行旗主： 

 厚土旗主 颜垣 

 巨木旗主 闻苍松 

 烈火旗主 辛然 

 锐金旗主 庄铮 

 洪水旗主 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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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3 明教武学介绍 

内功 

 光明圣火功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要求：光明圣火功20级，当前内力50 

2、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最大内力300，当前内力100 

3、加力 exert/yun powerup 要求：光明圣火功40级，当前内力100 

注：纯明教弟子有15% powerup效果加成。15%气血/精血加成。 

兵器功夫 

 圣火令法(shenghuo-lingfa) 

■学习条件：光明圣火功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持匕，气大于30，耗气 特殊攻击： 

1、圣火焚心 perfrom dagger.shenghuo 

■功能：打掉对手大量气血。 

■要求：圣火令法180级，当前内力大于150 

■set shenghuo <任意值>时，为一次化学攻击。 

■set shenghuo 0时，变成二连击式，第一下脱离战斗，第二下化学攻击有可能导致叫杀。 

2、夺兵器 perform dagger.duo 

■功能：夺去对手兵器。对手没有兵器时候则为无任何消耗的一次普通攻击。 

■要求：圣火令法100级，身上有圣火令将增强多兵器的效率。 

3、阴风刀 perform dagger.yinfeng 

■功能：运用光明圣火功神功驱动圣火令阴寒之气伤害对手，同时或致对手busy，并减少对方内力。 

■要求：圣火令法200级，光明圣火功200级，基本内功200级，最大内力3000，内力1500，激发

招架、匕法为圣火令法，激发内功为光明圣火功。不能对低于自己一半经验的对手使用此招，威力随叛师

记录增加而减少。800级以上不须使用圣火令。 

4、妙风 perform dagger.miaofeng 

■功能：妙风使的绝技，使用怪招进行两次攻击。 

■要求：圣火令法250级，光明圣火功200级，基本内功200级，当前内力内力1500，激发招架、匕

法为圣火令法，激发内功为光明圣火功。 

5、筋斗 perform dagger.jindou 

■功能：运用圣火令的诡异武功增强自身攻速/躲闪，或者降低对方攻速。可用set jindou <1-4>获

得不同效果。不设定则为随机效果。 

■要求：圣火令法100级，光明圣火功150级，激发内功为光明圣火功，匕法为圣火令法，当前内力

多于250。 

■圣火令法500级以上提升时可触发不同的效果，包含与别人不同的出招颜色，4种不同的特效，密

道improve可提升普攻效果。 

 烈焰刀(lieyan-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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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最大内力100，光明圣火功20。 

■练习条件：持刀，精力50，气50，耗气 

■基本招式：黑龙现身，万水千山，横扫千里，左右开弓，百丈飞瀑，直摧万马，怪蟒翻身，上步劈山 

■特殊攻击：  

1、圣火光明 perfrom blade.shenghuo 

■功能：伤害对手并使对手busy。 

■要求：光明圣火功，烈焰刀，大腾挪步法，鹰爪功各100，最大内力800，当前内力500 。 

轻功 

 大腾挪步法(datengnuo-bufa)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明教弟子，出师后可练习，气大于40，耗气 

■特殊攻击： 

1、漫天飞沙 perform dodge.tisha 

■功能：使对手busy。 

■要求：大腾挪步法80级，内力400。 

暗器功夫 

 飞花摘叶手(feihua-shou) 

■可激发为parry；throwing 

■学习条件：空手，圣火神功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气 

■特殊攻击： 

1、漫天金花 perform throwing.tan 

■功能：可偷袭，伤敌气血上限，有几率叫杀。 

■要求：圣火神功30级，飞花摘叶手80级，当前内力大于100。要有金花或其他暗器，可以向黛绮

丝要(ask dai about 金花) 

空手功夫 

 寒冰绵掌(hanbing-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空手，圣火神功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40，内力大于10，耗气 

■特殊攻击： 

1、天蝠嗜血 perform strike.shixue 

■功能：乃极为霸道的功夫，如果不中对自己有很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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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空手，激发圣火神功，并且圣火神功有效等级120。寒冰绵掌有效等级120，最大内力300，

内力300。 

 鹰爪功(myingzhua-gong) 

■可激发为parry；claw 

■学习条件：空手，圣火神功3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内力大于20，耗气 

■特殊攻击：无 

特殊武功 

 乾坤大挪移(qiankun-danuoyi)：可激发为parry 

■学习条件：明教弟子，基本内功80级，光明圣火功100级。 

■练习条件：100级以后可以在密室练习，消耗潜能。improve danuoyi提升大挪移的层级。 

■特殊攻击：自动，面对两人以上攻击，可牵引其中一方攻击另一方。 

■特殊攻击： 

1、乾坤大挪移 perform parry.danuoyi 功能：极大的增强自身的各方面属性，七层以下一天只能使

用一次，七层一天可使用两次。 要求：乾坤大挪移级别三百以上，层级纯明教弟子四层及以上，其他五层

及以上。 

2、寻瑕抵隙 perform parry.xunxia 功能：降低对手的防御和躲闪。纯明教弟子的成功率显著地高于

其他人。 要求：乾坤大挪移级别一百以上，精血三百以上。这是一个消耗精血的pfm。 

3、积蓄力道 perform parry.xuli 功能：积蓄对手力道，一次攻出。积蓄越久，攻击威力越高。积蓄

十道以上 力道可能直接将对手打死或打伤。六层，七层乾坤大挪移使用将消耗当前能 力，其他低层级将

消耗少量最大内力。 要求：乾坤大挪移级别两百以上，最大/当前内力五千以上。纯明教弟子三层 乾坤大

挪移可以使用，其他四层可以使用。一至五层的乾坤大挪移此pfm冷却 时间以小时为单位，六层大约在一

分钟，七层在半分钟。 

互备 

寒冰绵掌和鹰爪功可以互备 bei hanbing-zhang myingzhua-gong 圣火令法与烈焰刀可以互备 wbei 

lieyan-dao shenghuo-lingfa 

2.18.4 明教拜师必读 

2.18.4.1 拜师指南 

明教行事诡秘，所以明教中人性情各不相同，收徒条件亦是迥异。但是无论

是谁都对判师无比痛恨，所以明教不收经验超过100的徒弟。 

拜四大法王：需要师门忠诚度500，九阳神功30级，且获得一定的新手任务

经验（40000）。鹰王、狮王、龙王收道德高之徒（高于5000）；而蝠王则收道德

南侠wiki  第502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低之徒（低于-10000）。。道德小于0，会被狮王开除，需要特别注意。 

拜光明圣使：光明左使收徒要求道德高于5000，师门忠诚度500，圣火神功

30级，获得一定的新手任务经验（60000），不收判师之徒。 

拜教主：张无忌收徒不限定道德，但需要一定火候的圣火神功。悟性也不能

太低。拜张后可以要圣火令研习武功。要求：师门忠诚度1500，九阳神功50级，

悟性30。彻底完成明教新手任务（出现掌握“圣火真意”完成提示，大约80000）。 
窗体顶端 

2.18.4.2 关于门派忠诚 

明教弟子向唐洋要任务(ask tang about quest)，完成后即涨门忠；另外，可以

向张无忌要不涨门忠的任务(quest)。 

2.18.4.3 新手指南 

从扬州到明教要经过黄河和大沙漠，新手可以用travel mj到达明教，拜除唐

洋外的四个五行旗主均可。 

2.18.5 明教迷题提示 

 鹰王宫的门需要open door，open men是不行的，这个虽然超简单，但

对于新手还是需要摸索一下，毕竟拼音和英文混用 

 那个木头人可以练基本匕法，速度还可以，最高练到151级。但要求：

装备匕首，jifa dagger shenghuo-lingfa，才可以bo ren，一次大约500小

点的样子。学1级的dagger难为了我好久，让老人帮着拿的书，读到101

的，新人古刺客可以喊我（tell jsrxz），我还存着，另外本教高手大蚂

蚁也也提供了一种办法，就是你wield dagger，然后找人fight，一会就

会学会一级了，就可以继续联系了。 

 想进密室学乾坤大挪移的话，先得是张无忌的徒弟才可以，然后顺序

ask zhao那些东西，论坛上下的zmud的话直接打mishi就可以了。 

 跟张无忌要圣火令，必须是他的徒弟；跟龙王要金花，必须是她的徒

弟或者张无忌的徒弟（拜了张，就不用再拜回来了，虽然系统允许你

拜来拜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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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竺梵语：明教源于波斯，因此一些书籍均使用梵文。明教山下的小

村住着一位老者，听说略知梵文，仔细观察一下屋子里的东西，问问

老者，也许能有提示。明教密室原明教教主阳顶天神秘失踪，无人知

其下落，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也许能发现什么。杨不悔的丫鬟小昭

好象知道些什么，问问她也许会有收获。（明教教徒可以直接和龙王学

梵语，读圣火令需要梵语，但其实圣火令自己练就好了，所以其实并

没有太大必要去学。） 

2.18.6 高级攻略 

2.18.6.1 前言 

明教似乎经历过多次的朝代变迁，武功的多次调整，其他各门派的相继平衡，

门派特色的体现等等历史潮流。如今，明教的明教（2008至今）可以说是一个比

较有特色，容易上手，各项任务都可以正常速度完成的门派。在武林如云的江湖

中，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中上游门派了。由于当今武林不鼓励PK，由于busy当道，

由于perform先手优势非常之大…所以…，慢慢体会吧…  

2.18.6.2 天赋选择 

 膂力——由于明教普通攻击非常弱，建议越高越好。  

 悟性——无非就是影响挂机时间，其他的没体会，所以建议越低越好。

但是拜张无忌需要30wx，在朱熹实施300级免费教育之后已经不是问

题。  

 根骨——影响xiulian和打坐效率，建议高点好。  

 身法——影响命中和闪避。  

 福缘——福源高可以学hubo，因为明教的攻击弱，加hubo可以弥补一

点，并且福缘影响掉宝几率，所以越高越好。  

 容貌——随便。。你喜欢咯。。但如果想学易容术，建议容貌15开局，

以后可以通过到归云庄洗澡调整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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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性——高点好  

另外，关于身法: 大蚂蚁说：另外大挪移刚修改的时候，起作用的流程大约

是这样的：互相交手→视进攻方的攻击命中和防守方的防御命中决定是否进入防

御环节→如果进入防御，而防守防有大挪移技能，则启用大挪移的伤害反击、伤

害减免….其中先天身法极大地影响防御命中，也就是说如果身法太低根本及进

入不了防御环节，更不谈大挪移的威力了。由于改来改去，现在什么情况大家自

己摸索，想要战斗力强一点还是臂力高比较好吧。  

关于建议天赋，臂力30是一般人的选择，剩下的悟性，根骨，身法，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了，推荐30 10 20 20 起手吧.  

30 10 30 10 应该也可行。 

2.18.6.3 成长路线 

1) 0-100K 

入门拜门主，学几级内功和特殊内功，然后做新手任务，新手任务在速度提

升后速度已经很容易完成，期间需要注意的是韦法王的任务需要学习几级刀法.

完成新手任务后，由于明教拜法王级别的需要门忠，所以只能先跟师傅学40级特

殊内功，然后跟师傅学到100级lit，读射雕把force，parry补满， 然后开始打坐吐

纳.chat里找本英雄剑谱读英雄剑法，然后full各种基本技能，开始做门忠任务.最

好在门忠周里做.门忠做到500可以拜四大法王，做到1000可以参加比武.拜了四大

法王后，先跟龙王学暗器，full满，金花龙王可以要，扬州武庙功德箱里也经常

有. 

2) 100K-400K 

期间主要做慕容任务，一个金花一个，很快就能度过，期间如果有明教的比

武的话，就去参加，全赢几次的话就可以直接跳过慕容期.然后FULL literate到

151-200级，再补满其他技能. 

3) 400K-3M 

推新手车，前期用英雄剑法，推车期间挂机的时候就去学玄铁剑法，然后就

可以放弃英雄剑法了，用玄铁剑普通攻击推新手车也很快.这个时期可以levelup

到16级，就能加载随机装备了.推完新手车后FULL技能.学乾坤大挪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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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M-50M 

FULL读书到501，然后手动任务 推荐主做韩世忠，次做胡一刀，万安塔也

可爬爬。 

2.18.6.4 功夫 

2.18.6.4.1 大腾挪步法 

漫天飞沙 

perform dodge.tisha 功能：使对手busy。 要求：大腾挪步法80级.  

看上去很美，有perform，可以busy，但是命中效果十分坑爹，busy敌人的时

间也短，不中的话自己busy时间2-3秒。优点是pfm不需要武器，被刺腕或者武器

被打掉时仍然可以使用这个pfm拼脸去busy对手。  

2.18.6.4.2 乾坤大挪移 

绝对的明教特色武功，现在玩明教的都是为了他。  

在一对多的战斗中，明教相对大多门派还是略有优势的。  

拜张无忌后可以在密室学习，之后建议跟张无忌学到330级，330以后在读乾

坤大挪移的地方 push 无妄石壁;out的地方练习parry提高。 同时在这个地方可以

提升qkdny的层级和圣火令的攻击或伤害，具体命令improve  

乾坤大挪移共7层，3层开始在对多人的战斗中可以挪移对手的攻击到别的对

手身上，包括pfm，几率30%-40%。  

100级一层 200级二层 350级三层 650级四层 1050级5层 后边的我就不知

道了。  

另外：4层以后提升层级有可能失败并退回前面的级别，而且WIZ曾说，只

有纯明教才有机会提升到第七层。  

2.18.6.4.3 圣火令法 

1、圣火焚心 

perfrom dagger.shenghuo 功能：打掉对手少量当前气血，不伤上限。 要求：圣火神功150级，当前

内力大于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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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夺兵器 

perform dagger.duo 功能：夺去对手兵器。要求：圣火神功100级，持圣火令 .  

3、阴风刀 

perform dagger.yinfeng 明教的主打武功，全部任务通杀的武功，一招杀遍天下。最要用得多的就是2、

3，2可以夺兵器，需要装备匕首类，身上带圣火令（800级以后不需要）。  

阴风刀很好用，命中很高，而且是非物理攻击的perform，不怕挪移。但是

只能对exp不低于自己50%的对手用。 perform以后自己和对方一起busy3-5秒，

但是对方的busy时间比自己要短上那么一瞬间。 这一瞬间的把握非常关键，常

常就是制胜的关键，主要看网络速度和发出下一个perform的节奏，一般是制定

快捷键，命中以后2秒后狂按！  

4.平砍 

set jindou x  
jindou 1:提高自身有效轻功  

jindou 2:提高自身攻速  

jindou 3:降低对方有效轻功  

jindou 4:降低对方攻速  

2.18.6.4.4 烈焰刀 

perform命中尚可，前期做HSZ可以用，化学，虽然命中没阴风高，但胜在busy

短，初期命中的话基本能一下一个奸细。后期伤害封顶。  

2.18.6.4.5 光明圣火功 

功能不多，加气加精，但必须激发为当前内功，powerup效果不错，所以还

算OK。  

2.18.6.4.6 飞花摘叶手 

偷袭功夫，可以在安全区域使用，特殊地点可以用，也可以用来杀毫毛。  

鹰爪功、寒冰绵掌 因为有了圣火神功，所以，这两个就不做评价了，基本

用不到。只是full了涨臂力而已。 总体而言，明教的功夫单调但不缺乏特色，攻

击力弱但是命中bt，属于防守型的门派，一切中规中矩。在和npc的较量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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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稳打，绝对站在上风。但是和玩家对p的时候，往往容易被人反败为胜，特别

容易被一些非物理perform打得找不到北。明教的功夫是那种让人找不到快感和

高潮的归隐派，保持平稳的心态非常重要。   

2.18.6.5 任务 

2.18.6.5.1 慕容 

前期金花一颗，后期不建议做。  

2.18.6.5.2 护镖 

大挪移改版了，新手镖是福利，用玄铁剑法普通攻击就可以，打起来还是很

轻松的。  

普通镖用岳家枪推推还行，长途镖就别想了。  

2.18.6.5.3 韩世忠 & 萧峰 

明教不适合做萧峰，更适合做韩世忠，因为萧峰必须有BUSY，而韩世忠你

和NPC都不吃BUSY。  

注意：2个任务战斗时在不发pfm时都要放下武器，打飞十分严重。  

韩世忠：  

直接 perform blade.shenghuo 或者 perform dagger.yinfeng 摁到死，优先杀

丐帮的，否则会被一招晕。其他门派的咱们可以无视。  

萧峰：  

 杀，hit shashou;perform sword.yinfeng; 无限连招下去，一直到死。  

 擒，hit shashou;perform sword.yinfeng; 无限连招下去，直到晕倒。  

 劝，hit shashou;perform sword.yinfeng; 注意看杀手状态，红气以后要halt，

看杀手状态，如果是红了就可以劝了，不行就等杀手吸气后再来一个

perform。  

 胜，fight shashou；perform dodge.tisha；perform sword.fenxin；做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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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命中一次问一次，连续perform一直到认输，如果不服，就halt，

等杀手吸气后重新fight。  

2.18.6.5.4 胡一刀 

明教改版后做HYD已经不那么顺利了。  

玄铁剑法BUSY  

换岳家枪平砍。  

2.18.6.5.5 task 

enable dodge none full 飞花摘叶手，用暗器直接搞定，用九阴来做， 因为

气少， 另外这个暗器判定是判定对方force 的，enable dodge 不见得好用， 可

以试试两种情况命中如何.其实只有桃花的暗器是最好用的，那个是判断对方

dodge的， 因为弹指神功做task ，只要自己enable dodge none， 就一定命中. 

2.18.6.5.6 出师 

还是yinfeng，踢沙都不要用，直接一直连到死，关键注意网速和做好快捷键，

perform完以后武器放下。  

2.18.6.6 明教谜题 

找小昭，读乾坤大挪移，可以读到200级。 ask xiao zhao about 张无忌 ask 

xiao zhao about 乾坤大挪移 ask xiao zhao about 密室 follow xiao zhao follow 小

昭的时候不要乱走，直到到了密室，然后ketou，一直到突然骷髅哗得一声倒下，

露出一本羊皮书! 读完以后 push 无妄石壁 out，你的乾坤大挪移心法突然就不

见了，心法是带不出来的。如果没读到200级要出来就要quit了。 乾坤大挪移心

法需要100000点经验才能读。  

2.18.6.7 总结 

我觉得，明教比较真实地还原了张无忌的心境，与世无争，不算天下第一，

但是也足以对付所谓的高手，轻松完成各项艰难的任务。但是面对敌人的先手，

缺也容易落的下风，不欺凌弱小，但也可以被弱小欺负，不屑于busy当道的武林

争霸，也不攀登强力perform的武功之top，简简单单，走自己的路，一切尽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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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 明教新人的感觉，打架前yun powerup，开打了pfm jindou，pfm xunxia

然后正式开打，先duo，然后阴风吧。。。其实明教除了攻击比较乏力，然后现

在防守也被cut之外，其他也还算可以了^0^  

2.18.7 明教新手任务 

2.18.7.1 入门准备 

明教拜师要求经验小于100，基本开了新号后就需要去拜师。由于5k经验以

前仍可以通过万能方式成长，因此建议通过任务先拿到4800-4900的经验后full 

skill。 

前5k经验的获取有两种选择，一是利用红豆任务（最好不要做），二是利用

明教新手的了望任务。前者的好处是潜能较多，5k时约有1-2w pot，后者目前只

能得到5k左右的pot，但在做任务的同时能学到近30级literate，2-3级各类功夫，

以及少许内力和潜能。目前来看红豆任务的潜能奖励仍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所以

建议选择红豆。不知道zine以后会不会再增加前期奖励。 

经验接近5k后，各种读书，full到37左右，同时把literate读到70-80级，内力、

精力弄到550左右。 

当这一切做完后，找人见人爱的爱爱npc拿上新手装备，就可以开始全新的

新手任务之旅了。  

灰常灰常重要的PS：发呆室已死，红豆半残，所以这以上这段入门准备可以

不用看了（表用板砖拍俺，俺不是故意放到最后才说的flee） 

2.18.7.2 任务概述 

新手任务主要分两大类，明教内务和大明任务（大明任务已经cut），并采用

了二级任务发布方式，光明左使杨逍为总任务发布人。在广场找到杨逍后ask yang 

about job即开始新手任务。最初杨逍会安排看守了望塔，达到一定经验后会派去

四大法王处接更加复杂的任务，或安排去应天府吏部帮忙。新手任务总体奖励比

较丰厚，初期获得的经验在200-800之间，同时有潜能、声望奖励，偶尔会奖励

内力、精力，部分任务奖励基础技能，收益比同期慕容任务高，但大部分任务花

费的时间较长。  

2.18.7.3 入门任务：了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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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小于10k时只能接到这个任务，ask yang about job时杨逍会派你去了望

塔站岗。来到半山门西侧的了望塔后输入liaowang开始，当提示站岗完毕后，回

杨逍处ask yang about fuming完成。这一任务在奖励经验、潜能、声望的同时奖

励读书写字，经验超过3k后还会奖励基本功夫、明教的特殊功夫等，可谓丰厚。  

2.18.7.3.1 龙王任务：打水 

紫衫龙王黛绮丝位于碧水潭畔，毕竟是四大护法中唯一的女性，发布的任务

就是帮她打水美容 。ask dai about job，龙王会给一个水罐，在碧水潭畔fill guan，

拿到后花园dao gang就把水倒入水缸，这个流程需要重复多次，直到把水缸装满。

倒满后找龙王ask dai about fuming完成任务。 

注：由于每次领任务时龙王都会给水罐，所以任务做多了身上会有一堆罐子，

可以在复命后drop guan。  

2.18.7.3.2 鹰王任务：打磨 

白眉鹰王殷天正位于鹰王宫，负责操练弟子，所以需要很多武器，其发布的

任务是找到指定的兵器并打磨。ask yin about job，鹰王会指定一种武器，武器类

别有钢刀和钢剑两种，颜色包括红、粉、黄、白、蓝、绿、青等，在练功房输入

zhao会自动开始寻找兵器，找到符合条件的兵器后，返回鹰王宫前的武场，输入

mo blade或mo sword一次就可以去交给鹰王完成任务了。 

注：这个任务的完成时间主要看rp，运气好的时候一次就能zhao到，不过这

时肯定会受任务cd的影响，运气差的时候么……记得要有耐心 。  

2.18.7.3.3 狮王任务：看守 

金毛狮王谢逊位于广场和大殿之间的走廊，负责圣火坛相关事务，发布的任

务是看守圣火。ask xie about job，狮王会告诉进入圣火坛的方法。看守圣火需要

两种道具，木柴和蒲扇，木柴可以在后山小路jian，捡十根左右就够了，蒲扇被

狮王弄丢了 ，会随机出现在明教的一个房间，找到后get，即可从明教大殿enter

去圣火坛。在圣火坛输入kanshou后开始看守圣火，根据圣火的描述jiachai或

shanfeng，jiachai会消耗一根木柴，所以之前需要检10根左右。看守一定时间后

会提示完成，此时去谢逊那里ask xie about fuming就完成任务。 

注：如果有多个人在做任务的话，蒲扇也会出多个，但只有自己的才能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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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不过蒲扇get后不会消失，所以有了扇子以后，后续任务中都不用再找了 。  

2.18.7.3.4 蝠王任务：除奸 

青翼蝠王韦一笑与狮王在同一地点，蝠王给人感觉就是阴森森的 ，发布的

任务也是新手任务中唯一需要战斗的除奸。ask wei about job，蝠王会告诉有一个

六大派的奸细混入明教，要求前去铲除。奸细会随机出现在明教范围内，包括绿

柳山庄、大沙漠迷宫、沙漠边缘等地，进绿柳需要给庄丁10 silver，因为37skill

打不过 ，进杨不悔房间需要打晕看门的小昭，不过37skill时只会被打晕 ，如果

奸细在休息室等不能fight的地方，可以ask xxx about fight。奸细需要打三次，前

两次找到kill后奸细会随机逃到另一个房间，逃跑时会给出具体房间名称，直接

跑过去kill就行，最后一次kill完就可以去蝠王处ask wei about fuming。 

注：根据zine透露，奸细是一个5k exp，基本功夫20-30级的npc，所以在开

始新手任务前建议将各类功夫full到37。  

2.18.7.3.5 毕业 

当累计完成新手任务超过8万经验时，会看到如下提示：“你似乎已经可以

掌握圣火真意了，对你的今后的修为有极大帮助。”恭喜，此时你如果有1500

门忠的话就可以拜师张无忌了，同时可以打听“指点”，得到圣火神功和烈焰刀

的运功方式。此后你可以继续在明教做新手任务，也可以正式踏入江湖，感受人

间冷暖、快意恩仇。  

2.19 慕容 

2.19.1 姑苏慕容简介 

在苏州城西门外，有一个著名的太湖，那里碧波万顷，人们生活富裕，在太

湖的湖中有几座小岛，岛上居住着一个大户人家，就是姑苏慕容世家。慕容家的

世代子孙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第三十多代，一位叫慕容博的子孙创造了“以彼

之道，还施彼身”的武林绝技，顿时名满江湖。可见当时慕容的名头响誉江湖。

在慕容世家，慕容博的儿子慕容复在武林之中与丐帮的帮主乔峰齐名。突然有一

段时间，江湖上各大门派的弟子都被暗杀，而令人惊奇的是 他们都是被自己的

成名绝技所杀害。一时间江湖掀起巨大波澜，不知此事从何而起，也不知何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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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一个了结。所有门派的门人弟子都找到姑苏慕容的头上，但是究竟是怎样一

回事呢？曼陀山庄的王语嫣姑娘饱读武籍，同时又暗恋着慕容公子，其中的重大

玄机不知能否被你揭开。慕容世家有名满江湖的还施水阁和琅嬛玉洞，其中收藏

了天下各个门派的武功秘籍，使多少武林人事羡慕不已，都争相去慕容看尽天下

武林之宝典。过了不久慕容博突然仙逝，一时间使得江湖的悬案未揭。江湖上议

论纷纷，都望能趁乱把慕容的武学宝典具为己有，而慕容门人却从此走出太湖，

去调查这悬而未决的武林奇案。 

2.19.2 地理位置 

苏州城西，从湖边上船。 

新手可以 travel mr 到达湖边。 

外派：ask girl about 慕容；ask girl about 拜庄；enter boat，即可去慕容。 

慕容弟子：find boat。 

轻功好的玩家穿梭几个岛屿之间（除了曼陀山庄之外），都可以踩桩直接过

去，无需坐船。 

2.19.3 姑苏慕容人物简介 

 姑苏慕容老爷子：慕容博 

 姑苏慕容少庄主：慕容复 

 四大庄主： 

 青云庄庄主邓百川 

 赤霞庄庄主公冶乾 

 金凤庄庄主包不同 

 玄霜庄庄主风波恶 

 姑苏慕容： 阿朱、阿碧 

 曼陀罗山庄： 庄主王夫人 

2.19.4 姑苏慕容武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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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 

 神元功(shenyuan-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10级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要求：神元功20级，当前内力50 

2、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最大内力300，当前内力100 

3、加力 exert/yun powerup 要求：当前内力100，斗转星移400级以后达到1/3效果。 

4、咆哮 指令：exert/yun roar 

■功能：同时攻击房间内所有人，会引起对方的主动kill，和敌人内功等级相差约大则伤害越大，对

和自己内力差不多的人则无甚效果。 

■要求：当前内力>600 

特殊武功 

 斗转星移(douzhuan-xingyi) 

■可激发为parry 

■学习条件：300级以下只能自己学习 

0-50级 可以向慕容复要“斗转星移”秘籍来读 

50－300级 可以在还施水阁学习 

>300级 向慕容博请教，需神元功80级 

或者在观星台观星可以提升至神元功同等级 

■练习条件：只能通过领悟来提高，无法练习 

■特殊攻击： 

1、星移斗转 perform parry.xingyi 

■功能：伤害对手(化学），并解除对手兵器 

■要求：基本招架120级、斗转星移120级、神元功80级，当前内力600、最大内力1200 

2、移花接木 perform parry.yihua 

■功能：伤害对手，并让对手自己攻击自己 

■要求：燕灵身法180级、斗转星移180级、神元功200级 

轻功 

 燕灵身法(yanling-shenfa)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大于40，耗气20 

■特殊攻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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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功夫 

 慕容剑法(murong-jianfa) 

■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神元功20级，基本招架1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持剑，气大于50，内力20，耗气30，耗内力10 

■特殊攻击(全部需要激发神元功）： 

1、七剑连环指 perform sword.lianhuan 

■功能：攻击对手 

■要求：同时激发慕容剑法和参合指，慕容剑法100级、参合指100级，基本剑法100级，基本指法

100级，当前内力大于500 

2、流星快剑 perform sword.liuxing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 

■要求：慕容剑法 180级、神元功 120级，当前内力大于850 

3、满天星斗 perform sword.xingdou 

■功能：增加攻击力，攻击对手 

■要求：持剑，激发神元功、斗转星移，备参合指、星移掌，基本剑法 230级、星移掌 250级、参

合指 250级，斗转星移 200级、神元功 200级、慕容剑法 250级，最大内力 3000、当前内力 1200、

精力500 

 慕容刀法(murong-daofa) 

■可激发为parry；blade 

■学习条件：神元功10级，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持刀，气大于50，内力20，耗气30，耗内力10 

■特殊攻击： 

1、刀影掌 perform blade.daoying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 

■要求：持刀，激发神元功、慕容刀法，备星移掌，神元功100级、慕容刀法 100级、星移掌 100

级，基本刀法 100级、基本掌法 100级，当前内力大于600 

■注：慕容刀法和慕容剑法可以互备。 

空手功夫 

 参合指(canhe-zhi) 

■可激发为parry；finger 

■学习条件：空手，神元功15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40，内力30，耗气20，耗内力15 

■特殊攻击： 

1、点穴 perform finger.dianxue 

■功能：使对手busy 

■要求：臂力25、基本指法60级、参合指60级、当前内力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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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商指 perform finger.canshang 

■功能：暂时增加战斗力 

■要求：基本内功 140级、基本指法 100级，读书写字 120级、后天悟性 40 

 星移掌(xingyi-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空手，神元功15级，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精大于30，内力10，耗精，耗内力 

■特殊攻击： 

1、星星点点 perform strike.xingdian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 

■要求：空手，星移掌法120级、神元功120级，后天身法30、当前内力大于700 

2、日月同辉 perform strike.riyue 

■功能：连续攻击对手 

■要求：空手，星移掌法 180级、神元功 180级，后天身法 35、当前内力大于 700 

■注：星移掌和参合指可以互备。 

2.19.5 姑苏慕容拜师 

欲投姑苏慕容门下，先拜阿碧阿朱，再拜四大庄主，等功夫、经验增长到一

定程度就可以拜慕容复。要拜慕容博，必须自己寻找了:)，慕容博行踪飘忽不定，

长年不在慕容山庄。请参阅《天龙八部》。 

四大庄主拜师条件：神元功60级。 

慕容复拜师条件：神元功100级，师门忠诚度1000。 

拜慕容博需要达到1500的师门忠诚度，经验达到1M，基本招架170级，神元

功160级。 

2.19.6 姑苏慕容秘密 

姑苏慕容燕子坞位于大湖之上，所以想要进入船就成了重要的交通工具，走

船当然要是费时间，当然对于姑苏慕容的弟子来说必然是有捷径的。姑苏慕容分

成三个独立的部分（燕子坞、听香水榭、琴韵小筑）外加曼陀山庄。因为曼陀山

庄王夫人很不喜欢慕容复，所以曼陀山庄只和琴韵小筑相通。燕子坞、听香水榭、

琴韵小筑之间有更方便的行走方式。学习斗转星移可以向慕容复索取秘籍，如果

能进燕子坞的“藏经阁”——“还施水阁”更是受益无穷，当然这么重要的地方可不

能随便就可以进入的了。 

姑苏慕容一直致力于复兴大燕国这个梦想，所以庄内养了一批庄丁，庄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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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设备也是甚为完备，其中也包括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年轻的玩家可以通过

钓鱼、摘莲蓬增长经验，有利于新手的上手，并且在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还可以增

长一些基本功夫：比如摘莲蓬可以增长基本指法，也可以通过作为庄内交通工具

的水桩来练习轻身功夫。关于做这些事情的具体过程还是要各位玩家自己去摸索。 

姑苏慕容的老爷子慕容博长年不呆在燕子坞，他一直藏在少林偷窥少林秘籍，

不过能不能见到他就要看运气了。而慕容复并不知道慕容博的行踪，所以要想解

开“还施水阁”的秘密，还是得先找到慕容博才行——当然只能是姑苏慕容的弟子

才能解开。但是仅仅找到慕容博也不一定能有效，关键要对准慕容博的心思(与

小说中相同)。只要能解开慕容复和慕容博之间的秘密就可以进入还施水阁，不

过还要看准慕容复的口味才行。 

曼陀山庄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王夫人恨极男人以及讨厌姑苏慕容的人物，

所以不小心撞见王夫人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不过王夫人非常喜欢茶花， 因

此还是有求生之道的，如果能在茶花上讨得王夫人的欢心，更是有机会进入曼陀

山庄的藏经重地“琅镮福地”，会有意外的收获。不过要想在茶花一道上过王夫人

这一关，恐怕还需要玩家对金大侠的《天龙八部》中的相关部分再温习一下，除

非你对《天龙八部》非常之熟悉。 

王语嫣一直在想念他的表哥慕容复，慕容复也是很喜欢这个表妹，只是因为

国事而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儿女私情，如果你能帮他们穿针引线的话，他们一定

会很感激你的。 

阿朱、阿碧两位作为姑苏慕容里的重要人物，更是掌握了一些机密，这些还

是有待玩家自己探索。 

阿朱擅长易容术，门忠高了，也许可以找她学习火眼金睛和易容术，不过需

要消耗大量门忠。 

2.19.7 高级攻略 

2.19.7.1 慕容简介 

总体来说慕容还是个很不错的门派，门派特色就是刀剑和掌指都可以互备、

强力连招，就是让慕容复这小子搞得人气低了点，连招，busy都有各种任务都能

做.（推荐任务：推车，hyd，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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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7.2 天赋选择 

首先天赋我选择的是平均 20 20 20 20，因为慕容要学的武功太多pot明显不

足要是wx10的话新人就累死了，还有个别武功需要后天属性支持。反正我是这

么选的我觉得不是很突出但是也没大错，bt选法按个人喜好不再讨论。 慕容的

参商指PFM 需要40wx wx低的话初期可能发不出此pfm。 推荐用 20 20 30 10  

 臂力：由于慕容的流星快剑比PFM的攻击力较高，慕容一般任务都用

pfm作，所以选20就可以了 

 悟性：慕容的参合指要求40悟性，悟性高可以读书，学习快些 

 根骨：慕容的功夫比较bt所有功夫练习都耗内力，根骨高练习快些 

 身法：没什么用选10就好了。 

 bt 可以选择30 10 30 10 （新人选天赋一定要注意，因为慕容武功除了

掌，其他练习都是耗内耗气wx10开局领悟很痛苦）  

2.19.7.3 功夫分析 

2.19.7.3.1 神元功 

神元功 有roar，不错，而且疗伤没有busy时间，而且无上不会继续疗伤。可

以do 10 。。。  

2.19.7.3.2 慕容剑法(murong-jianfa) 

 流行快剑:这个是个6连招，一直打到晕或者死，不会停的，cooltime只

有不到1秒，很好很强大的一招。命中不错。  

 满天星斗:perform sword.xingdou很有意思，用了以后就算被busy也照样

强化出招直到把招都用出来。 

 七剑连环指:加 attack和damage ，可以status_all 显示你就看得到了，

比较特殊，还算不错。 

2.19.7.3.3 慕容刀法(murong-da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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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砍伤害挺高推车你就知道了，但是prm一般只有3下。  

 刀影掌 不错的pfm 自身buy time 低，但cool time 稍高，貌似有5m（命

中一般） 

2.19.7.3.4 参合指(canhe-zhi) 

 参商指 perform finger.canshang 其实这个也很好用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不用。。。其实这个等于减弱版的zuigun效果，而且无busytime，

不用喝醉，随功夫等级应该还会加更多。。。我一般都用这个之后再

接一个流星，盗宝人是秒杀。加膂力、身法，我300级，加了11点。 

 点穴 perform finger.dianxue 命中还行，就是busy time长。但是不命中

是不会耗内力。  

2.19.7.3.5 星移掌(xingyi-zhang) 

 日月同辉 perform strike.riyue 这个技能不错用了以后你的空手攻击描

述会改变伤害也不错，但整体来说慕容空手偏废不用也罢. 

2.19.7.3.6 斗转星移 

很好很强大！！！(新人不要想了）  

 星移斗转 perform parry.xingyi 第一招夺兵器，然后用对方招数攻击对

方。中不中都自身busy3秒消耗200内力，不会被挪移. 

 移花接木 perform parry.yihua 化学攻击一招，然后让对方攻击对方。

最重要的是，这招估计不是判断功夫等级和exp，而是判断双方当前内

力！这一个perform其实是由两个攻击点组成，第一个是化学攻击，命

中高，第二招是让对方攻击自己，命中重新做判断。我估计，这招如

果dobble吸满内力，然后再dobble内力，会很强大。。。 （任务就别

想了，比武可以拿来玩玩） 

2.19.7.4 新手成长 

新手成长大同小异，拜了阿朱以后去钓鱼，答题大概有8.7w exp，15.5w 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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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读literate到101，读射雕到70，和阿朱学70级神元功，打坐到890，吐纳到999，

去做个欧阳峰任务.这个时候你就有9.7w exp，15.5w pot，所有功夫支持到96级， 

开始读 六脉神剑谱，华山剑谱，飞沙走石十三式，旧竹片，学dodge，将阿朱所

有的武功都学1级，然后练习，练习到不能练习，再学1级就可以继续练习了. 慕

容初期不建议读掌法秘籍，星移掌可以用parry练习上去，臂力有finger支持着.如

果wx>35并且有开山掌精要的话可以读. 功夫练满之后去表演到10w，再将所有

skill到101，接下来的日子继续慕容任务，我们作慕容没有江湖声望只给门忠也

是唯一给门忠的办法所以没办法只能做慕容任务到50w，拜慕容复需要1000门忠

慕容搏需要门忠1500exp1m。，到50w，full skills，护镖到3m，full skills，去萧

峰，护卫，护镖，胡一刀吧.  

 新手门忠可以找阿碧要（ask bi about quest)也可以通过做慕容玉玺任务

完成 

 阿朱一般由于有大米挂花露，一般见不到活的，找个大米把阿碧搬到

发呆室吧，拜师门忠一起了，方便。 

2.19.7.5 任务解析 

 慕容玉玺：wbei刀剑拿两把好武器，见到叛徒就下kill基本上没什么危

险。  

 推车：带上几个玫瑰花露，星宿，丐帮劫匪用流星，其它的劫匪平砍

就可以了，流星的cool time很低，当出现2+匪徒时完全用流星吧。流

星耗内力300，初期内力不够，可以打坐前进，匪徒多了就吃花露。前

期没有流星不建议用七剑连环指推车建议用刀影掌  perform 

blade.daoying 推.  

 萧峰：慕容作xf也很简单但是建议4m以后skills full350以后再作，只有

skills 350以后点穴 perform finger.dianxue 才能busy住杀手 ，当然慕容

作xf也有缺点，劝得、战胜的和擒的容易打死 所以做xf除了杀的尽量

不要用流星，战胜得busy住以后一边平砍一边ask shashou about 认输，

做个触发“蒙面杀手说道：「我不服，等我休息一下，咱们再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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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halt，以免打死。劝得就busy 住以后平砍到你look 杀手的描述为受

伤 介 绍 为 红 字 ， 立 刻 hlat;quan shashou ， 不 成 功 就 继 续 hit 

shashou;hlat;quan shashou.擒的比较难，还是平砍刀描述为红字的时候

busy住用空手不断的磨直到打晕为止杀的就简单了busy注意后狂点

perform sword.liuxing快速解决，补充1点如果杀手的武器技能BT可以考

虑先BUSY住他后再星移斗转 perform parry.xingyi 掉它的武器后慢慢

调理但是个别门派除外（星宿、白驼、大伦寺）  

 胡一刀：慕容作hyd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我们的busy不是很强，命中

还行可就是失败后的cool time太长大约3秒，但是有强力快速连招怕什

么呢？在dbr不叫杀的时候速度解决他吧。  弄个maight，遇见dbr 

perform finger.canshang，jiali max，perform sword.liuxing基本上是秒杀  

2.19.7.6 慕容秘密 

 慕容的过太湖不用坐船，在苏州的湖边直接输入find boat可以直接过去，

不用坐船那么麻烦了。同样在琴韵小居的码头find boat可以回到苏州，

不过别的门派不能用，可惜。  

 琴韵小居、听香水榭、燕子坞可以在码头cai qinyun/tingxiang/yanziwu

直接过去，所有的门派都可以用，不过有轻工等级要求，小心别死了。  

 新手的钓鱼、打猎、采莲可以help task-newbie，我就不废话了。  

 慕容的弟子可以问阿碧要听香剑（＋135），相比玄铁没什么优势，算

是垃圾了。  

 慕容的弟子可以问阿朱要各种花露（玫瑰花露，寒梅花露，茉莉花露），

加最大内力、精力、治伤）。  

 可以在琅镮福地拿雁翎刀（具体拿法：去茶花林某处有提示的地方

search一个唐光雄出来，然后给他金疮药，ask tang about 茶花，然后

去工具房拿锄头和花种，种出茶花去找王夫人，ask wang about 茶花，

参考天龙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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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容博在少林寺藏经阁二楼小屋书架后面，自己看提示。  

 帮慕容复送情书给王语嫣可以得到斗转星移图谱。  

 帮慕容复送信给慕容博老爷子（还需要六脉神剑简朴和蒙古兵符）可

以被允许去还施水阁。 

2.19.7.7 关于慕容博 

今天在ahp帮助下找到了慕容博以及进还施水阁的办法，为方便后来人，公

布方法如下： 见慕容博，据说要经验1m以上，今天我就是1m了才去的，到少林

藏经阁二楼小屋（慧真尊者那里open door，s），不停的n，s，知道出现有“一个

人影闪过”的提示后，move shelf，就可以见到慕容博，忠诚度够1500就可以拜

他了。 进还施水阁，要在这俩父子之间跑来跑去，好在慕容复通常都在当铺，

嘿嘿，先去ask fu about 慕容博，见到老头后 ask bo about 六脉神剑，然后给他

本六脉神剑剑谱（天龙大米跟枯荣要），ask bo about 慕容复，然后回去见儿子，

ask fu about 借兵，然后去杀蒙哥，把蒙古兵符拿回来给慕容复（拿法见射雕英

雄传的拿法），再ask fu about 慕容博，把他给的家书带回去给老头，再把老头的

回信拿回来给儿子，就ok了，其中这些问法的顺序好像不是唯一的，反正来来去

去就是问这么几个问题就行了。办完这些步骤去燕子坞的花园 cai huanshi就可以

了。 

2.20 桃花 

2.20.1 桃花岛简介 

桃花岛，是孤悬于东海之外的一座小岛。有唐以来，就有出海的渔民到过那

里，相传岛上密密麻麻地生长着野生的桃花树，遍布全岛，因此就被叫做“桃花

岛”。北宋后，逐渐有海盗居于此岛，并修建了一些建筑。直到南宋后期，一位

行事怪异为中原武林所不容的青年人出海游玩来到此岛，看上了 此岛的风水，

遂杀尽海盗而占据了这里。这个人就是“东邪”黄药师。他占据此岛之后，经常扮

鬼吓唬经过此处的渔民，久而久之，传出了桃花岛上住着恶魔的流言。 

黄药师当时纵横江湖，快意恩仇，行事亦正亦邪；他非汤武、薄周孔，厌憎

世俗之见，为人率性放诞，但求心之所适，而不顾他人的非议；常人以为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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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以为非，常人以为非的，他却又以为是，因此上得了“东邪”的称号。由于当

初华山论剑时没有得到《九阴真经》，他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在江南偶遇冯馨衡，

一见钟情，与夫人结婚后正逢王重阳病逝，游玩时又碰到周伯通，于是设计骗取

了《九阴真经》的下卷，从此就隐居桃花岛，收了陈、梅、曲、陆四大弟子，并

潜心改善自己早年所创的武功，因此产生了桃花岛一派。  

黄夫人冯氏乃是绝顶聪明的人物，在她的熏陶下，黄药师的琴棋书画等技艺

都突飞猛进，并且与夫人共同钻研了奇门八卦之学，将桃花岛布置成一个结合了

九宫八卦阴阳五行的大阵。这期间黄又陆续收了武天风和冯默风为徒。其后陈玄

风、梅超风两大弟子结下私情，将《九阴真经》下卷盗走，冯氏不顾临产之身，

试图再次默写真经，结果大耗心智，终致流产而死，留下了一个女婴，就是黄蓉。

这时周伯通因得知受骗，上门来问罪，两人言语不合，动起手来，周不敌而被囚

桃花岛。黄也因为爱妻故去而大受刺激，将陈梅两弟子的背叛迁怒于门下其余弟

子，把他们都打断双腿而逐出岛去，只有冯默风因为年幼，只打断了一条腿，由

此造成了桃花岛的式微。黄药师直到晚年才重收众弟子于门墙，但除陆乘风外，

其他弟子大多已风流云散，不知去向。陆乘风于太湖边上修建了归云庄，成为第

三代弟子的培训场所。黄药师游览中原时因种种因由，又收了程英、傻姑两个女

弟子。  

黄药师聪明绝顶，文才武学，书画琴棋，算术韬略，以至医卜星相，奇门五

行，无一不会，无一不精，所以桃花岛弟子也个个博学多才，并于奇门五行之术

深有了解。因此本派相当注重悟性。桃花岛一派的武学以拳脚配合为重，黄药师

更有兰花拂穴手和弹指神通两大绝艺，只是兰花拂穴手不轻易传授，等常人是无

法学到的。而弹指神通与大理段氏的一阳指各擅胜场，不分伯仲，乃是指法中的

并世双雄。 

2.20.2 桃花岛人物简介 

 桃花岛岛主：「东邪」黄药师 

 大弟子「桃花岛」曲灵风 

 黑风双煞「弑人狂魔」陈玄风 

 黑风双煞「风流女魔」梅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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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铁匠」冯默风 

 归云庄庄主「仗义行侠」陆乘风 

 桃花岛宫主「鬼精灵」程英 

 桃花岛傻女 傻姑 

 归云庄少庄主「域外飞侠」陆冠英 

 桃花岛第四代弟子 王德(Wang de) 

 桃花岛第四代弟子 陈叁(Chen san) 

2.20.3 桃花岛武功介绍 

内功 

 碧海神功(bihai-shengong) 

■可激发为特殊内功(force) 

■学习条件：基本内功大于10级，公公不能学到高级别，和尚不能学 

■练习条件：不可以练习 

■特殊功效： 

1、自疗 exert/yun heal 要求：碧海神功20级，当前内力50 

2、疗人 exert/yun lifeheal 要求：最大内力250，内力120 

3、加力 exert/yun powerup 要求：碧海神功50级，当前内力100，奇门八卦和音律等级之和超过800

时达到1/3效果。 

4、碧海潮声曲 exert/yun bhcs 

■功能：攻击所有同一房间内的生物。 

■要求：音律(music)100级，碧海神功有效等级150级，当前内力500，持萧并激发碧海神功 

5、奇门迷阵 exert/yun qimen 

■功能：短暂busy对手，降低对方攻防。 

■要求：奇门八卦(qimen-bagua)120级，碧海神功120级。 

轻功 

 落英身法(luoying-shenfa) 

■可激发为dodge 

■学习条件:无 

■练习条件:气大于30，耗气 

■特殊攻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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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功夫 

 玉萧剑法(yuxiao-jian) 

■学习条件:碧海神功20级，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要求持剑，气大于35，耗气 

■特殊攻击: 

1、「缠」字诀 perform sword.chan 

■功能：使对手busy，busy时间随等级提高增加。 

■要求：玉箫剑法等级50级，碧海神功50级，内力400。 

2、箫花齐放 perform sword.xiaohua 

■要求：玉箫剑法及碧海神功等级100级，内力500。 

■功能：打掉对手大量气血。 

3、碧海潮生 perform sword.zouxiao 

■功能：化内力于箫声中，攻击对手 

■要求：桃花岛弟子，使用玉箫，玉箫剑法50级，音律、内力、气血、精神均有要求（各不小于200），

对手读书写字100级以上，否则是对牛弹琴。 

空手功夫 

 落英神剑掌(luoying-zhang) 

■学习条件:解密，只能练习。 

■练习条件:空手，耗气，耗内力。 

■特殊攻击: 

1、劈空掌 perform strike.pikong 

■功能：伤害对方气血及上限。 

■要求：桃花岛弟子，落英神剑掌200级，碧海神功200级。激发掌法、招架为落英神剑掌，备落英

神剑掌，内力1000，加力大于100。需要解密。 

 弹指神功(tanzhi-shengong) 

■可激发为parry；finger 

■学习条件：碧海神功20级，空手，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当前内力20 

■特殊攻击： 

1、弹指一现 perform finger.tan 

■功能：偷袭，打伤对手，并卸除对方兵器，可同时攻击5个对手。 

■要求：碧海神功100级，有效内功180级，弹指神功120级，当前内力100，最大内力500。 

■可以和兰花拂穴手互备 bei tanzhi-shengong fuxue-shou 

 兰花拂穴手(fuxue-shou) 

■可激发为parry；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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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条件：碧海神功10级，空手，最大内力5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当前内力大于20 

■特殊攻击： 

1、兰花拂穴 perform hand.fuxue 

■功能：偷袭，busy对手并造成伤害 

■要求：碧海神功100级，最大内力与内力 300 以上；激发手法为兰花拂穴手；且使用兰花拂穴手。 

■「快」：基本身法等级 100 以上 

■「准」：基本手法等级 100 以上； 

■「奇」：兰花拂穴手等级 100 以上； 

■可以和弹指神功互备 bei tanzhi-shengong fuxue-shou 

 九阴白骨爪(jiuyin-baiguzhao) 

■可激发为parry；claw 

■学习条件：九阴神功30级，空手，最大内力100，负道德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当前内力大于20，空手，负道德 

■特殊攻击： 

1、自动perform 

■要求：如果当前内力大于600，force大于80，claw大于120可以随机出抓对方天灵盖的perform，

同时内力-100 

2、摧筋破骨 perform claw.cuijin 

■功能：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九阴白骨爪等级180，基本内功180，内力800 

3、亡魂一击 perform claw.zhua 

■功能：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九阴白骨爪等级85，基本内功85，负道德 

4、三绝爪 perform claw.sanjue 

■功能：加强攻击三连击。 

■要求：九阴白骨爪等级140，内力1100，最大内力要求和等级九阴白骨爪等级挂钩，负道德

1000000以上。 

 摧心掌(cuixin-zhang) 

■可激发为parry；strike 

■学习条件：碧海神功30级，九阴神功30级，空手，最大内力100 

■练习条件：气大于30，当前内力大于20 

■特殊攻击:无 

■可以和九阴白骨爪互备 bei jiuyin-baiguzhao cuixin-zhang 

2.20.4 人物武功 

黄药师技能如下： 
┌ 三项基本知识 ───────────────────────┐ 
│ 读书写字 (literate) - 了然於胸 400/ 0│ 

│[+]音 律 (music) - 了然於胸 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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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门八卦 (qimen-bagua) - 了然於胸 400/ 0│ 

└─────────────────────────────────┘ 

┌ 六项基本功夫 ───────────────────────┐ 

│ 基本轻功 (dodge) - 粗通皮毛 350/ 0 │ 

│ 基本指法 (finger) - 粗通皮毛 350/ 0 │ 

│ 基本内功 (force) - 粗通皮毛 350/ 0 │ 

│ 基本手法 (hand) - 粗通皮毛 350/ 0 │ 

│ 基本招架 (parry) - 粗通皮毛 350/ 0 │ 

│ 基本剑法 (sword) - 粗通皮毛 350/ 0 │ 

└─────────────────────────────────┘ 

┌ 五项特殊功夫 ───────────────────────┐ 

│□碧海神功 (bihai-shengong) - 第五重楼 400/ 0 │ 

│□兰花拂穴手 (fuxue-shou) - 粗通皮毛 350/ 0 │ 

│□落英身法 (luoying-shenfa) - 平淡无奇 300/ 0 │ 

│□弹指神通 (tanzhi-shengong) - 平淡无奇 300/ 0 │ 

│□玉箫剑法 (yuxiao-jian) - 马马虎虎 400/ 0 │ 

└─────────────────────────────────┘ 

2.20.5 桃花岛拜师必读 

2.20.5.1 拜师要求 

 桃花岛开山祖师「东邪」黄药师行事邪气，拜他是必须要有一些条件： 

 必须为桃花岛弟子 

 奇门八卦大于一百一十级 

 碧海神功要大于两百级 

 悟性大于四十 

 道德要大于负五千 

 注意：如果道德小于负一万，可能会被禁止学习功夫。 

 黑风双煞 陈玄风 同 梅超风 收徒条件: 

 必须为桃花岛弟子 

 碧海神功要大于四十级 

 道德不能大于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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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师次数不过三次 

 注意：即使拜了双煞，有时候他们还是会杀你的。 

 归云庄庄主「仗义行侠」陆乘风 同程英 收徒条件: 

 必须为桃花岛弟子 

 碧海神功要大于三十级 

 道德不能小于零 

 叛师次数不能超过1次 

 注意:如果道德小于负一万，可能会被禁止学习功夫，PK次数大于三

次， 

 大弟子「桃花岛」曲灵风 收徒条件： 

 必须为桃花岛弟子 

 奇门八卦要大于六十级 

 碧海神功要大于七十级 

 拜黄药师前重要的过渡师傅：归云庄少庄主「域外飞侠」陆冠英 

 PK次数小于十次 

 道德不能小于零 

 判师小于五次 

 PK次数超过10次会被开除。 

2.20.5.2 如何晋级 

符合上一级拜师要求即可。 

2.20.5.3 关于师门忠诚 

本派的师傅收徒无忠诚限制，但是某些谜题可能需要一定的师门忠诚。如果

想提高对桃花岛的师门忠诚，可到归云庄，找曲灵风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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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4 关于叛师 

如果玩家觉得桃花的气氛不适合自己，可以改拜其他门派，但是如果当了和

尚或者是自残的话，也许再不能回桃花了。 

2.20.5.5 注意事项 

桃花岛的师傅们都不太喜欢pk的玩家，所以有被开除的危险，请自己注意，

不同的师傅对道德各有要求，参照拜师条件。 

2.20.5.6 其 他 

本门弟子可以找归云庄的王铁(Wang tie)或者陆乘风(Lu chengfeng)领任务，

直接在他们面前打quest即领任务，完成之后会得到一定奖励，但不加门忠，连续

做奖励会提高，可以用checkquest查询当前的任务。 

2.20.6 桃花岛迷题提示 

桃花岛分为两部分：桃花岛和归云庄。 

归云庄： 

位于太湖边上，这里风光秀丽，宝物自然也都到这里安家。 

书房:陆乘风的书房里的红木书桌显得很气派，也许仔细瞧瞧还能发现点什

么；书架上面摆着各种武功秘集和武功心法，不知道能找到什么好看的书。 

桃花林:没经允许怎么可以进去？还是仔细听听阿香说什么吧，也许会有帮

助的。桃花林里有些好东西，仔细找找吧，说不定能找到什么武功秘籍。里面好

象还有个池塘可以洗澡，可以提高玩家的容貌。 

树 林:树林里老虎不少，听听猎户怎么说。好象树林深处住着一个隐者。 

宝 库:七星剑在一个宝库里，去那要经过一个迷宫，迷宫入口有神灵把守，

你如果给他手印，就可以进去了。不过据说迷宫很难走，去的人十之八九都没有

出来。手用象在砍柴人手上，陆庄主正在找偷手印的人呢。 

桃花岛 

桃花岛是东海中的一个小岛，去桃花岛当然要坐船了，在嘉兴东边。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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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丹药，找人问问吧。黄岛主女儿黄蓉身上还有软猥甲和叫化鸡，看看能不能

要来。黄蓉住在清啸亭里，程英知道，傻姑也知道蓉姐姐在哪里。 

听说老顽童周伯通被黄岛主困在岛上，如果能找到他，也许能学到什么特殊

的本领。 

黄药师擅长奇门八卦和各种机关，如果讨得岛主欢心，也许能学到拆解诸葛

弩的方法。 

黄蓉擅长易容术，门忠高了，也许可以找她学习火眼金睛和易容术，不过需

要消耗大量门忠。 

2.20.7 高级攻略 

2.20.7.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桃花岛，极香艳的门派名称，带着点自由和学术的气息，部分功夫较有特色。

桃花在南侠历史上并不强大，但是值得探索，期待未来的终极大招。  

2.20.7.2 天赋选择 

悟性对桃花岛来说相当重要，所以悟性推荐选30，其余的看着办。至于福缘，

因为现在task衰微的情况下，萧峰任务是桃花的主打任务，福缘选10奖励功夫的

机会大增，但是选了10就不能学落英神剑掌，少了一个化学perform，自己斟酌。  

2.20.7.3 总体评价 

2.20.7.3.1 优势 

 任务方面较擅长萧峰和task 

 拜师要求低 

 门派福利对新手不错，叫化鸡，软猬甲，内力精力药等，还有个关闭

剿匪诸葛连弩的门派特长目前还什么人使用 

 功夫较有特色 

 较多偷袭技能，对挡路npc处理快 

2.20.7.3.2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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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手功夫多，有的黄药师还不会，要全部练满较累。 

 攻击输出不足 

 对付多人乏力 

 过多的叫杀限制了部分perform的随意使用 

2.20.7.4 功夫分析 

2.20.7.4.1 碧海神功 

除了内功常用的功能（heal，lifeheal，powerup），还有两个特色的bhcs和qimen。

其中qimen最重要的功夫之一，可以当内功 busy用（内功busy的好处是对武器没

有要求），而且qimen无论成功失败自身busy时间很短，此外还能降低对手dp，只

是一场战斗只能使用一次，因此它的使用需要较好的触发设置。bhcs对付门派守

门人锦衣卫之类的很方便，可以在task时拿物品，节省战斗时间。碧海神功的

powerup效果与music及qimen-bugua有关，后期可以达到九阳九阴的powerup效果。

qimen-bagua原先有bug，现已修正。  

2.20.7.4.2 玉萧剑法 

玉箫剑法是桃花岛唯一的武器功夫。玉箫剑法的perform xiaohua是南侠不多

见的全化学连招，不被挪移。xiaohua的damage和命中随机性较大，整体来说，

初期不错，后期不足，而且因为判定方式的原因，qimen降防的效果不能增加

xiaohua的命中，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xiaohua使用后自身busy短，但是cool 

time长达6心跳左右，这是造成桃花岛感觉攻击输出不足的主要原因。此外，

xiaohua要求当前内力600才能放出，放一次消耗250 点，在护镖一类的连续战斗

任务中，内力很快见底。 

玉萧剑法的chan不耗内力，失败造成自身busy时间2，在南侠的perform中不

算短，busy时间在南侠算很长的，但是命中率太低，基本是废物，虽然描述很酷。 

玉箫剑法的perform sword.zouxiao是非常有特色的功夫，伤当前精神和精神

上限，对对方literate有一定要求，成功可以busy对方几招。这一招出师后不能用。

命中判定也有待改进，目前用途不大。 

总体来说，玉箫剑法作为剑法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一门派唯一的兵器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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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颇感郁闷，主要的是perform的冷却时间太长了。  

2.20.7.4.3 弹指神功 

不错的暗器功夫，但一般都会叫杀，task多用。现在加了群攻效果，用途更

广。命中后必然打掉对手兵器，使用玉石子有攻击加成，伤当前气血有随机性，

但命中和伤上限比不上峨眉的霹雳弹好。可以用来偷袭毫毛  

2.20.7.4.4 落英神剑掌 

落英神剑掌的pikong是化学perform，效果和加力大小有关。练习耗内力和气

巨多，速度非常慢，而且黄药师一级strike都不会。学习过程是先和黄药师学奇

门八卦，然后ask huang about 落英神剑掌，再找黄蓉，ask huang about 落英神剑

掌， 然后找曲灵风，ask quling about 铁八卦，拿到八卦后就去pai bagua，要连

续pai，strike涨到100级的时候继续拍（ 一定要jiali max，否则不会成功），福缘

高就可以学会落英神剑掌，然后就不用拍了，直接lian上去。如果没有解密，直

接向曲灵风学，则落英神剑掌不能用perform。学会1级后可以找曲灵风学。  

2.20.7.4.5 兰花拂穴手 

可以和弹指神功互备的功夫。fuxue命中还可以，自身busy随机性很大。缺

点：必然叫杀。在南侠，叫杀太危险了，所以这个可以不学，如果不怕练的累的

话，至少万安塔任务可以派上用场。如果不上岛学侠客拳脚，出师前最好要学。  

2.20.7.4.6 九阴白骨爪 

N个门派都会的空手功夫。同样，黄药师不会claw，初级学完后就得lingwu。

jpei认为这招空手功夫很强悍的，巫师jpei说九阴白骨爪的两个perform中sanjue就

是三个zhua，这个经试验，确定不是事实。zhua在理论上可能是南侠最bt的功夫，

但实际效果很不稳定，可能和空手功夫的算法有关。对于桃花弟子来说，因为玉

萧剑法冷却时间太长，九阴白骨爪可以保留作为的攻击输出补充，与奇门八卦配

合命中效果惊人，不管是做xf还hyd都很有用。练习九阴白骨爪需要有九阴神功

30以上。  

2.20.7.4.7 摧心掌 

除了可以和九阴白骨爪互备，无perform，鉴于桃花已经那么多空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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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够累的了，所以基本可以无视。  

2.20.7.4.8 轻功 

曲灵风会八卦步，但无perform情况下所有轻功都一样，随便。  

2.20.7.4.9 功夫搭配 

常常有玩家问搭配的问题，初期先只练满玉箫剑，如果full了但任务感觉仍

吃力可以参照下面的思路练其它功夫搭配。 

慕容：玉箫剑法即可 

护镖：qimen+玉箫剑法就已差不多，安全起见可以再练九阴白骨爪，保持负

道德1000000以上(弹死一次毫毛即可） 

萧峰：极端情况可以只学一门玉萧剑，如果没偷师，可以再搭配一门其它功

夫 

胡一刀：推荐除了玉箫剑之外，还要练兰花拂穴手和九阴白骨爪，兰花拂穴

手为了增加安全性，爪子是为攻击输出 

task：弹指神功和玉萧剑法 

2.20.7.5 成长和任务 

2.20.7.5.1 初入江湖 

桃花岛弟子因为建议选择较高的悟性，因此可以在初期节省的很多时间。现

在有了新手任务就做新手任务，找陆乘风接。潜能有储备的情况下，可考虑多学

点literate。  

2.20.7.5.2 慕容任务 

拿两把玄铁，直接砍，者玉萧剑法100级后perform xiaohua。如果感觉比较

吃力可以试试chan或慕容到30w经验后该去补补门忠了(这阶段门忠最好做），到

800门忠后不要忘了定期到找程英要田七沙胆散(每个加内力random (10)+1，均值

5.5)和找郭芙要无常丹(加精力random(5)+1，均值3)。这阶段也可找陆乘风要师门

任务，如果可以连续完成的话效率比慕容高。  

2.20.7.5.3 护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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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做护卫有较大死亡风险，以下仅为建议。如果想做，最好有大米guard，

有两种路线，一种把功夫等级尽量放低（80以下），chan+生砍。另一路线是学

qimen- bagua和碧海神功到120级，或者学兰花拂穴手到100以上，最好两个都学，

第一个失败了用第二个。然后见到敌人就exert qimen定住他(对机器人要求较高)，

然后xiaohua或弹死，就是内办消耗很大。据说功夫高了就是一个字死，初次玩

的要小心。  

2.20.7.5.4 护镖任务 

50w以后可以护镖。桃花岛弟子护镖效率不能算高，但是只有一个匪的时候

效率还是可以的。主打攻击玉萧剑法的xiaohua要间隔六秒才能放下个，很郁闷。

推荐的做法是，对劫匪下一次kill，后面见到劫匪就perform sword.xiaohua，如果

提示冷却时间未到，马上exert qimen，然后生砍死省内力。在护镖开始要full skills，

推荐full玉箫剑法和九阴白骨爪以及轻功。推车时有富余的潜能也不用存，全部

拿来学黄药师的literate，学满400，有钱的最好找慕容书生学到500级。2匪以上，

桃花几乎无法护镖，因为qimen每场战斗只能用一次，而玉箫剑的缠字诀效果差。  

2.20.7.5.5 萧峰任务 

这是桃花中后期的主要任务，1M时可做。做的时候玉萧剑法等级不能太低。

1、对于杀的，qimen或chan成功后，用你会的最强的招数弄死。 2、擒的，busy

住，不宜pikong，用弹或xiaohua直到晕。3、劝的，qimen定住后，不用perform，

直接生砍，注意看差不多了，马上halt，也要注意qimen busy的时间要到了的话

也要及时halt，打到红了，劝。4、战胜的，方法同劝，平砍的过程中可以不停地

ask shahou about 认输，不服再来。 

桃花做萧峰的优势主要体现在：1、qimen有神奇的效果，自己体会。2、在

对待明教的方面有三个perform可用，xiaohua，pikong和tan，因此要轻松得多，

其中pikong效果和加力大小有关系，多多体会。 

2.20.7.5.6 胡一刀任务 

桃花做胡一刀是比较讲究技巧，风险较大。注意要尽量利用fight。我的做法

是见面就fight，exert qimen，如果失败并且盗宝人叫杀，马上halt逃到另一个房

间，重来。busy时间短，因此把一切强攻击的招数都招呼到盗宝人身上，直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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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下。如果busy时间快到了盗宝人还没死，在叫杀状态下要逃开，重来。大少爷

(Fcukla）用桃花功夫做hyd的次数较多，或许更有经验。  

2.20.7.5.7 task任务 

身上常备玉箫，拿物品用碧海潮生。做这个任务要把玉萧和弹指full了，enable 

dodge none. prepare tanzhi-shengong or jiuyin-baiguzhao.用奇门八卦busy住，然后

用九阴白骨爪的 pfm zhua. 中期必然要 chan 住，否则 tasknpc 吸气很麻

烦:yuxiao+claw or finger. 任务的要点是内力不要太高，否则气长了，杀的慢.  

2.20.7.6 桃花迷题 

和桃花有关的迷题主要是归云庄、软猬甲以及落英神剑掌的学习。归云庄可

以拿到桃花岛内功（读到force到30，这种书太多了），兰花拂穴手秘诀（读 

fuxue-shou到100级）。软猬甲在黄蓉处，想见黄蓉的话找人问问。落英神剑掌也

要问黄蓉。另外一个公共的迷题桃花必解，即一灯任务，因为桃花需要那5点悟

性。  

2.20.8 自在飞花轻似梦 - 浅谈桃花属性和技能 

这是另一篇桃花门派攻略， 我狗尾续貂写写目前桃花id的感受， 玩的时间

不长， 主id才19M， 所见所得难免有限.我个人认为桃花的精髓在于“控制”， 

不是靠爆发也不是靠血牛. 桃花的技能正常情况下命中并不十分理想，所以一切

发展都要以提高命中为首要前提.  

2.20.8.1 属性  

 臂力: 桃花的pfm基本全是化学. 也就是说伤害是按百分比算， 取决于

命中与否而跟臂力没关系.除非你打算依靠玄铁剑和九阴白骨爪作为主

要攻击方式， 否则高臂力对于桃花的pfm没有增益， 只会增加平砍伤

害. 初期过后武器及宝石对于伤害以及臂力的加成很高， 只要保证自

己能正常携带和扛人就行. 

 悟性: 一个常规的桃花最重要的属性是悟性， 因为桃花的核心技能判

定依靠悟性， 必须30，而且永远是越高越好， 所以一定要争取尽量

早完成走地图加悟性的福利和解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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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骨: 根骨我觉得不必太在意， 中等即可， 因为桃花不会走血牛路线， 

多点少点没差别， 以后真需要保正气血的话可以靠医术木灵宝石. 

 身法: 如果属性实在多了没地方堆我建议堆到身法上. 据zgbl说桃花的

busy有身法判定. 

 福缘: 为了落英掌， 福缘不能太低，低于25解不了劈空pfm(此乃江湖

传闻， 如果有闲， 可以练几个大米测试一下看看最低福缘可以多少)， 

高了做萧峰奖励技能几率小. 

 容貌: 由于桃花有门派福利易容及火眼金睛技能， 所以学易容术时容

貌是20最划算.根据sojimy的经验心得， 易容术计算公式是[复杂度=技

能-（容貌与20差距）×5-（30以上容貌-30）×10]， 也就是说容貌20

时技能复杂度=技能等级 

综上， 建议20 30 15 15 25 10 最后一项容貌选10是因为在游戏中被动增加

容貌的机会非常多， 比如升级/通脉/过劫难/过节抽奖.如果直接设成20， 最后反

倒容易超出20很多.  

2.20.8.2 技能  

桃花的最核心技能是碧海神功的奇门八卦， 其次是九阴白骨爪， 弹指神功

和玉箫剑， 再次是落英神剑掌和兰花抚穴手.  

 碧海神功的奇门八卦命中高了， 干什么都安全也都方便， 可以降低

对方的攻击防御和身法， 是“控制”核心枢纽. 这个技能起了一个很

好的不叫杀前提下试探功能(还不需要wield判断). 做任何任务都可以

起手hit+奇门， 配合小刀的胡一刀trigger， 可以瞬间判断杀戮还是逃

跑， 把小刀的机器人再强化一下可以起手fight+奇门， 更安全. 除非

对手(盗宝人/杀手)特别变态， 那就是命儿了， 除了血牛或者特技/随

从其他的都容易死， 只能认了.前人经验说奇门的判定依靠玩家悟性和

奇门八卦的等级. 另外音律和奇门八卦决定powerup的效果， 这两项技

能只能学到400， 且是知识类所以不影响npc的copy. 我觉得越早学满

玩起来越轻松， 当然前期悟性不高潜能需要相对多一些， 可以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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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周突击. 

 九阴白骨爪强烈推荐想要走远路走的舒服的桃花id都要装备这个技能. 

优点不少， 自动pfm和摧筋都是化学攻击， 亡魂和三绝则是物理. 亡

魂(zhua)在我看来是一个极品pfm， 和弹指不相上下. 二者相比， 弹

指不需要负道德而且可以下兵器， 伤害不错. 而亡魂需要1w负道德， 

也不能下兵器， 而且早期命中不稳定. 那为什么说亡魂是个极品呢， 

因为亡魂几乎没有CD(可能只有0.5秒)， 可以频频出击. 其他的pfm经

常产生CD和busy， 互相重叠时会导致什么都干不了. 而亡魂的自身

busy极短， 一个箫花的CD如果能出3次弹指的话， 那大概可以出6次

左右的亡魂. 南侠负责写技能代码的巫师声明， 一个三绝相当于三个

亡魂. 在我体验了万安塔， 漂流， 慕容， 胡一刀和萧峰任务的NPC

后， 感觉fullskill前提下， sanjue和zhua的对敌命中都很高， 让人满

意， 桃花奇门起手更是锦上添花.三绝的整体体会是用三个爪的内力消

耗出三连击， pfm之后的busy大概是zhua的1.5-2倍时间. 这三个连击是

三个zhua效果的随机组合， 常见的是弱/平/强/， 平/强/强， 落空/平/

强， 三绝和最大内力也有关系， 我现在最大内力基本接近技能支持

值， 九阴白骨爪full了之后在任务中其威力异常惊人， 吐血推荐. 如

果选择走九阴白骨爪路线就要考虑负道德带来的不便， 比如在凌霄城

客店save的大米， 做好触发， 需要的时候帮你开门(jiang bridge). 

 弹指神功， 两大亮点:群攻外加下兵器， 特别是下兵器， 对付盗宝人

一旦奇门命中后稳定的弹指(就是说别着急忙慌的瞎弹)， 2-3次不下匕

首立刻halt， 闪人. 再重新来过， 比较安全， 一旦缴械了就猛攻至死. 

群攻， 用到的场合很多， 比如保卫和史可法， 估计还有以后的藏经

阁， 虽然输出没有胡家刀法强大， 但可攻击的人数比胡家刀法多， 而

且群攻中可以下兵器.金花和玉石子都是不错的弹指材料， 玉石子有特

殊加成， 如果两个都没有， 到铁匠铺买飞镖也凑合. 我一般一次保卫

能打光250只左右的飞镖. 弹指的缺点是只能将武器弹离手而不能弹掉

地上， 所以比武时弹指的下兵器功能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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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箫剑就不用说了， 化学七连， 伤害还是很可观的， 短暂busy对手， 

任何场合都可以用的爆发技， CD长约6秒， 需要其他pfm来过渡. 还

带一个缠的busy， 不耗内力， 对于非盗宝人或杀手的NPC可以和奇

门联合使用， 即奇门0.x秒后出缠， 缠可以连续出， 中间有大概1-2

秒的CD.这门技能还有一个妙用就是busy自己. 对付明教如果奇门了， 

自己频频平砍的话很受伤， 场面失控时一个缠可以把自己先busy了， 

然后调整战术.奏箫这个pfm， 看起来很炫， 目前尚无桃花玩家发现

其实际用途， 因为这个pfm伤精神， 而玩家任务的NPC要么copy玩家

精神都比较高， 要么就是劫匪强盗这种文盲不吃奏箫， 所以这个pfm

可能比较适合游戏中的固定NPC. 

 落英神剑掌， 这项技能可以根据任务需求选择加力多少来控制敌人受

伤程度. 对于常规杀手， 控制好了， 可以一招劝/战胜成功， 这个需

要一点经验， 使用几次就能大致摸索出一点儿规律. 这项技能使用后

busy相对长， 所以一定要先busy住敌人. 另外这也是对付明教的好技

能. 是一个很不错瞬发高输出. 

 兰花拂穴手， 我个人建议要学， 只为她这个空手busy， 而且可以指

定目标， 有些时候被下光了兵器又不能逃跑时， 抚穴还是很救命的.

爬塔四遇到两个番邦武士的话， 奇门+抚穴可以分别busy两个番邦武

士， 有备无患.而且抚穴的CD非常短， 有人建议对付盗宝人用奇门+3x

抚穴， 我胆子小没试过， 因为抚穴叫杀(太不合理了， 这么优美娇

柔的武功竟然叫杀…) 

 摧心掌建议别学， 浪费时间， 摧心掌可以和九阴白骨爪互备， 平砍

伤上限， 没有pfm. 而九阴白骨爪大多数情况下是瞬发， 也就是说平

时用兵器主打， 需要九阴是临时切换发出pfm， 然后再装备兵器. 桃

花空手时首选兰花拂穴手和弹指互备， 一方面是可以同时发两招， 另

一方面是这两个技能覆盖面广， 有busy， 有伤害， 有缴械. 

 铁琵琶手， 公共技能里比较容易得到的是铁琵琶手. 有人觉得铁琵琶

手很鸡肋， 根据我个人的感受， 铁琵琶手的银瓶乍破pfm配合奇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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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降低对方的身法防御后， 是一个非常棒的化学暴击pfm， 况且桃花

本身有hand技能， 当然铁琵琶手的缺陷也不少: 1)练起来比较慢 2) 没

有debuff的前提下命中差 3) 两个pfm使用一个公共CD， 也就是说你

用完了一个pfm， 在一个CD里两个pfm均不能用. 我一般爬塔只要奇

门定住了番邦武士， 一个乍破武士非死即重伤(深红). 手挥五弦不知

道为什么， 我目前还没打中过同级别的NPC. 这个银瓶乍破是经验判

断， 好像特别适合番邦武士这种相对技能高而经验低的NPC.如果决心

使用九阴白骨爪作为暴击输出， 铁琵琶手可以不必学.  

 胡家刀法， 有些纠结， 除非你的桃花id能够做很多次胡一刀来增加威

力， 否则在一段时间内胡家刀法的威力都不能跟门派自带的弹指神功

相媲美.如果打算用胡家刀法， 一定要尽早开始胡一刀任务. 

两个特殊技能: 

 马屁神功， 我个人建议桃花id使用马屁神功作为常规parry， 因为桃

花需要频繁切换武器和空手， 马屁神功可以无视wield情况. 而且马屁

宝典非常容易练， 还能减少兵器格挡相应的减少兵器损耗. 最重要的

是， 如果你需要用九阴白骨爪的话， 马屁宝典用可以方便的帮助你

调整负道德. 需要注意的是落英掌瞬发劈空pfm时， 别忘了enable 

parry luoying-zhang， 否则发不出pfm. 

 关闭机关弩: 这是一个非常酷的南侠独一无二的特殊技能， 可以在剿

匪时关闭机关弩从而减少剿匪难度以及玩家们所受的伤害， 所以是一

个造福众人的技能. 学习条件是无判师记录， 给黄药师一颗天玉髓， 

她的亡妻生前最爱天玉髓， 黄老邪要用这颗宝石悼念亡妻. 

桃花的武功里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兵器互备， 门派特性又不适合左右互搏， 

所以连续输出是个大问题. 如果能出九阴白骨爪的三绝就不必担心连续输出， 

否则一般战斗还好办， 遇到超长时间战斗时可以先用奇门降低对手攻防身法， 

奇门失败时可以用抚穴或者缠，busy成功后弹指缴械破对方的parry， 然后箫花， 

过渡期间用落英掌或铁琵琶手打掉上限， 剩下的九阴白骨爪的亡魂和弹指神通

是两个CD相对短的连续输出选择， 过渡完毕再接箫花.注意奇门有时效， 结束

南侠wiki  第539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时会提示， 可以再次奇门.  

2.20.9 寂寞桃花任芳飞 - 浅析桃花的早期任务 

纵观南侠的主线任务， 几乎没有什么是桃花不能做的， 不过桃花很多任务

都做得不及别的门派安逸. 下面我一一分析， 献丑了.  

无论做什么任务， 先去武庙pray增加魔法值掉宝率， 有利无害. kill和hit的

命令尽量用killall和hitall， 否则有帮主的地方会被帮主叫杀.桃花空手很强， 很

多任务能单手剑或空手完成的， 不需要双手持剑去做， 相反装备一个镶月魄的

盾可以搞掉宝率.  

 慕容任务， 这个任务是绝大多数新手的第一批正式闯荡江湖的任务， 

30w能护卫之后， 很多人就不再做了， 直到后来能做百晓生时在重新

捡起来. 慕容任务前期没什么好说的， 后期再做时敌人是慕容叛徒首

领， 会缴械会打上限会点穴busy你， 被弹指打掉兵器后会自动再wield. 

虽然不容易死， 但是不认真对待也会阴沟里翻船. 桃花比较简单的做

法是上手奇门， busy住后装备武器杀之. 如果觉得机器人不好做， 可

以用起手抚穴， 抚穴命中之后， 装备武器速杀之. 战斗只要首领一吸

气立刻触发抚穴busy之. 对付首领建议一定要先空手， 定住他后在装

备武器， 否则autoload的武器被打掉了很不值得. 

 萧半和任务: 这个任务没有难度， 找强盗时间比较宽裕， 最多10分钟

都没事儿， 但是拿到鸳鸯刀后要尽快给萧半和. 任务没有难度， 强盗

气血短， 箫花速杀之. 强盗全是太乙系功夫， 被打掉兵器可以自动再

wield. 

 韩员外任务: 十分安逸的任务， 奖励也很好， 除非同房间还有其他叫

杀的强力NPC， 基本不会死. 韩员外的仇人貌似气血略长， 不会pfm， 

被下兵器后不会自动再wield， 可以先下兵器再虐之. 

 鄱阳湖漂流: 这是一个桃花比较有优势的任务， 有人喜欢速漂积匪再

杀. 我建议桃花不要急， 如果不是做神尼， 可以慢慢漂， 保证成功

率， 毕竟我们不是血牛， 如果积很多匪你会发现连续的被攻击导致

你始终在busy状态， 会影响你吸气和发pfm. 会做机器人的， 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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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id个性化busy， 一个水贼用缠， 不耗内力; 2个水贼， 第一个奇门，

第二个抚穴; 3个水贼， 奇门/抚穴/机关术(zhi 水贼id). 一般情况下， 

单个水贼缠住后双武器平砍就足够了， 还留出富裕时间可以打打小坐. 

多个水贼时首选弹指神功群弹. 个别水贼需要注意: 明教(九阳或者你

频频受伤)， 主要靠空手， 先用落英掌或者铁琵琶手重伤之， 然后

拿兵器箫花-放下兵器(防反弹)-用弹指消灭他. 丐帮(混天)不要下兵器， 

他空手反而会震伤你. 其他的水贼不足为奇. 

 万安塔: 桃花可以稳定爬塔四， 但是每个人都有运气不好的时候， 番

邦武士攻击很猛， 一旦被先手busy， 大家都是生死未卜. 前三层都是

先奇门， 如果不中再立刻缠， 遇到拿钢刀的(朝廷)， 第一时间用弹

指下兵器. 遇到拿圣火令的(明教)跟漂流一个战术. 遇到拿剑的不要轻

易下兵器， 除非你确定他不是古墓的(空手黯然很要命). 如果你根据

招式判定拿剑得武士是华山/灵鹫/天地会/峨眉， 则弹掉兵器后再杀， 

这四派都会缴械pfm， 在没有busy住武士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wield

兵器. 如果是全真的， 也是busy优先， 不要下兵器， 因为全真只有

空手一招晕有威胁， 下了兵器会增加其空手出手几率. 遇到丐帮的， 

先空手， 否则兵器会被挑， 被缠不可怕(跟峨眉一样， 攻击力很小)， 

就怕被雷霆一招晕.遇到武当的只能叫苦， 很全面， 是场硬仗看谁先

手. 遇到拿铁轮的(大轮寺)， 如果你还没有天人五衰秒杀的话，busy

住下重手， 千万别弹指， 否则其空手火焰刀更要命. 遇到拿钢杖的有

可能是白驼和星宿， 都不要弹指， 尽可能busy住速杀. 白驼的空手尤

胜武器， 星宿的没有武器时下毒更猛. 遇到拿匕首的是神龙教， 跟胡

一刀一个战术， 先弹掉匕首速杀(即便没有匕首， 桃花的血量被缠住

也不安全). 上塔四直接奇门第一个武士， 抚穴第二个武士. 然后生死

有命富贵在天. 塔五去过一次， 单纯正统桃花不要想了.  

 护镖: 桃花护一匪， 中短途直接奇门双武器平砍安逸直推， 长途或磨

匪可以用缠， 不耗内力， 但遇到有威胁的匪还是首选奇门开局. 护二

匪感觉比较勉强， 思路是根据颜色判断， 用奇门定住有威胁的匪. 暴

力流和不信邪的可以奇门第一个抚穴第二个. 前期威胁匪主要是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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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指箫花， 星宿的毒和丐帮的雷霆. 

 萧峰: 桃花优势任务. 四种任务安全起见全用fight起手， 杀和擒的不

能再fight时， 用hitall. 杀很简单fullskill，跟爬塔一个打法. 擒也是， 注

意擒的时候不要用缠， 否则容易失手打死杀手， 最好看差不多时用

箫花， 直接撂倒又不死人. 劝， 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精力精神， 会降

低劝的难度. 一般打到[摇头晃脑、歪歪斜斜地站都站不稳，眼看就要

倒在地上。 ]时立刻halt再劝的成功率最高， 也就是第一个深红的描

述. 至于战胜， 可以说是最难的， 因为规律性很差， 同样的状态有

时候可行有时候无效. 桃花的可以活用落英掌的劈空， 我的经验是

fullskill且最大内力与内力支持上限相差不远时(决定你的气血)， 加力

max打中立刻问杀手认输， 成功率比较高， 遇到血薄的， 加力稍小

点， 遇到血厚的， busy住后打几下再出max劈空. 如果遇到驴脾气的

实在费劲就放弃， 有时候一个战胜反反复复20-30分钟， 往往会影响

你游戏的心情. 虽然最磨人的杀手常常最易掉重宝. 

 胡一刀， 一定要准备好trigger， 推荐修改小刀的手动胡一刀trigger， 

见面后直接hitall， 奇门， 没定住则第一时间逃跑重来， 奇门失败自

身没有busy， 可以0.x几秒内闪人， 定住了立刻弹指， 如果3个弹指

还没下兵器， halt逃跑重来. 下了匕首， 就迅速重手杀之， 桃花重手

首选九阴白骨爪的三绝+爪， 否则一旦盗宝人脱离busy用鞭子缠绕住

你也够你喝一壶的. 另外胡一刀的任务要早点起步开始做， 早期盗宝

人没那么恐怖， 而且死亡损失小. 

 百晓生: 前辈推荐顺序是护镖/慕容/胡一刀/萧峰， 我推荐顺序是萧峰/

慕容/胡一刀/护镖， 各有道理. 只不过我的百晓生成功率不高(1是手笨， 

2是杀盗宝人DPS不够)， 之所以先萧峰， 是因为一旦遇到战胜的， 可

以立刻试一下， 不行赶紧放弃， 做完其他任务再问一次. 胡一刀和萧

峰战斗过程中有几率受伤，这样再配合在衙门用do x chat来把气血调整

到4000一下， 去推一匪. 无论第一轮百晓生成功与否直接再挑战一次，

可以立刻去推一匪， 然后慕容/萧峰/胡一刀. 以后气血高了， 衙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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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慢时可以先降气血， 然后问百晓生， 然后先护镖-fullme-其他任

务. 注意百晓生有时限， 所有任务在安全的前提下要求最大dps， 九

阴白骨爪的三绝会大大提高任务的速度. 

 保卫: 凭借弹指的群攻， 桃花很早就能参加， 但是得到甜头还是有一

定内力基础之后， 内力续航能力高了后弹指的群攻威力就体现出来了， 

busy短， 攻击人数多. 刚开始可以自定义kill多少兵， 然后弹指， 以

后可以直接killall， 弹指.飞镖可以在铁匠铺批量购买，buy biao xxx， 我

一般带250-300个， 因为南侠人物有一个携带上限， 虽然负重才十几， 

但其实身上已经不能再放任何东西了，所以郭靖给你的铁锹有可能拿

不到. 早期拿飞镖钓鱼时记得勤挖坑 

 Task: 一个比较冷门的任务， 不奖励声望. 但是掉宝品质高， 是桃花

的优势任务， 拿玉箫碧海潮生曲可以群秒大多数NPC，拿到task物品

交还后， 立把去掉parry和dodge的enable， 脱得只剩一件小衣， 右手

那一件你没有技能的兵器， 比如鸡腿(锤法)， 只bei tanzhi-shengong; 

带上玉石子或飞镖出发去杀tasknpc. tasknpc平时经常是隐形的， 不能

find， 只能通过遍历来使他现身，tasknpc直接copy你的enable/装备/武

功， 所以平时要穿的脆弱点， 当tasknpc出现后你就不能更换装备和

武功了. 打法是见面后先奇门， 然后一直弹死. tasknpc死后再恢复原来

的武功enable和装备即可. 不要互备兰花手和弹指， 因为你会打掉对

方的鸡腿， 而你不希望他也互备来空手一次发两招吧. 另外， task不

需要你full武功或者齐平武功， 属于很自由的玩法.  

如果不是主攻task， 建议尽快升级， 高级别意味着提高掉宝的品质， 也有

更多几率增加属性， 另外最重要的是高级别会提高奇门的命中率! 另外， 桃花

的新id一定要做新手任务， 不要匆忙去海战， 累计完成桃花新手任务经验达到

五万会提高奇门命中率， level 1便开始生效， level 50后效果大幅增加. 

2.20.10 新手任务指南 

注意，如果读书识字等级超过150级，那么第一个Zhao奇门遁甲书籍并阅读

的任务，将不会再奖励读书识字的等级。 因此在开始做这个任务之前，学6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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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读书识字，是性价比最高的。 

以下是我摸索的经验， 供真正的新手参考， 也请各位高手指教. 

2.20.10.1 开始桃花新手任务之前要做的几件事 

1) 看一下wiki里桃花门派攻略，  确认自己的属性，  因为每个人只能

changegift一次， 即便是没想明白该id以后要干什么， 也建议把悟性设

的高一些.  

2) 离开新手指导时不要选择decide， 直接leave.  

3) 到扬州后(发现扬州后会增长潜能)， 先找南昌岳麓书院朱熹学一级读书

识字(xue literate from zhu for 1).  

4) 然后chat一下要些钱(新手就别面子薄了， 和大家多打打招呼聊聊天哈). 

在朱熹那里list一下买本说文解字(buy shu).  

5) 到发呆室用计时器功能把说文解字读满(101级，  命令是du shu for 

5;fadai) 不会用计时器的先看看wiki里客户端使用.  

6) 现阶段钓鱼/红豆/发呆/海战都不会影响你拜桃花， 你可以非常高的经验

拜师， 且不计判师， 但是会对你的成长造成影响和麻烦，我建议主id

拜师前除了在发呆室full知识类技能， 不要去钓鱼浪费时间， 红豆/海

战可以做但是有利也有弊.另外要记住， 拜师之后就不能再做红豆/发呆

/私塾/唱戏/钓鱼这些任务了， 其他的可以， 但你会发现好像都没有桃

花专属新手任务省心且奖励很不错.  

7) 在中央广场拿新手福利(pick)， 然后去绿萼那里吃月饼(推荐answer 咸

月饼以加快读书速度)， 然后quit， 再登录你会从客栈上线， 并且气

血精神有略微增长， 相当于可以多读1-2次.  

8) 使用fullme命令， 达到最佳状态，用新手精灵(travel gy)或路径去往归云

庄(如果是主id不要用新手精灵四处飞， 这样会浪费探索地图增长悟性

的机会) 

在归云庄的归云亭拜陆冠英为师(bai lu)， 恭喜你成为桃花四代弟子. 

至于如何发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这里单纯讲一下如何做桃花新手

任务. 可以先用help task-taohua看一下总纲. 如果你打算开做新手任务， 建议你

在陆冠英或陆乘风(归云庄大厅)处save一下， 以便下次登录再次出现， 因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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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很长一段时间你都可以不用离开归云庄了. 

2.20.10.2 系统给的帮助（help task-taohua） 

桃花岛新手任务帮助 

 
─────────────────────────────────── 

 
桃花岛弟子入门后即可接到门派的任务，对于熟悉南侠操作有一定的好处，并且，同期奖励大于新手公共

任务。 

 

桃花弟子的任务发布NPC 是陆乘风，所以新手拜过师直接去找他就好了。 

 

在经验低的阶段，陆乘风会让你修习奇门遁甲，可以在归云庄书房找(zhao)到奇门遁甲的书。读书可以获

得若干级别的功夫，以及经验潜能。一直在100级或10K之前都有奖励。但是，放弃了奇门遁甲回头再读

就没有奖励了。 

 

之后陆乘风会让你熟悉桃花阵，在归云庄里有个小桃花阵，走法见陆乘风处的八卦图。40K 之后可能出现

npc 对走桃花阵的玩家叫杀，不过npc 相对比较菜。 

 
随机经验进一步成长，可能接到鉴定古玩字画的任务，陆乘风为讨黄药师欢心，找回来许多古玩字画，但

是没人帮他鉴定。需要一点鉴定之术和火眼金睛的级别。 

2.20.10.3 桃花新手任务 

起始在归云庄大厅找陆乘风(ask lu about job). 

桃花新手任务分以下几个阶段: 

 学习奇门八卦  

 打坐吐纳  

 走桃花林迷宫  

 鉴定任务 

2.20.10.4 桃花新手任务之一: 学习奇门八卦 

桃花新手任务的第一步目的比较明确， 奠定了奇门八卦在门派的核心地位. 

ask lu aboutjob 
你向陆乘风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陆乘风说道：「我派武学多建立在奇门八卦的基础上，你先去书房找(zhao)本书读读吧。」 

输入s;s便可以进入书房， 平时这个书房是不开放的， 管家会拦路. 

进入书房后用zhao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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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示: 

 
输入i， 就可以看到书的名字， 比如这里的推背图是(tuibei tu). 有可能什么也没找到， 继续找(zhao). 

也有可能找到河图/洛书/奇门遁甲/推背图等书， 都是用来读奇门八卦的. 如果你直接用decide命令直接

来拜桃花， 你会发现陆冠英没有读书识字， 如此宝书你只能干瞪眼. 注意， 就像你找到书时所看到的提

示， 这本书一定要在书房读， 因为这里会触发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效果(发生每次奇门遁甲提升之后再读

一次书， 几率是否与福缘有关待考)， 有可能同时提高你的读书识字/碧海神功/基本内功其中的1-3项， 并

增加经验潜能， 大家不妨试试吧， 绝对会让你有意外惊喜的， 另外这个效果在读书识字比较高时最有价

值. 

效果如下 (刚开始精神不足， 建议一下一下读， 累了之后可以带着书去休

息室睡觉或补充食水然后再回书房读， 管家不会拦路) 

du tuibei tu for 1 
你的「奇门八卦」进步了！ 

你从身上拿出一本推背图准备好好研读。 

你研读了一次有关奇门八卦的技巧，似乎有点心得。 

>想通了奇门八卦的关键环节，你对读书写字的了解也豁然开朗。 

你的「读书写字」进步了！ 

你获得了十五点经验。 

你获得了八点潜能。 

想通了奇门八卦的关键环节，触类旁通，你对基本内功的认识也豁然开朗。 

你的「基本内功」进步了！ 

想通了奇门八卦的关键环节，触类旁通，你对碧海神功的认识也豁然开朗。 

你的「碧海神功」进步了！ 

注意， 这本书几十分钟后会不翼而飞， 你需要回书房再找(zhao) 

提示如下: 

推背图不翼而飞了。 

这里有几点要注意.  

1) 如果经验高于某个值(我测试感觉是10k)， 就不能再直接进书房了， 即

便陆乘风让你去找书也进不去， 只有打晕管家或者给以后接到鉴定任

务时才能进. 所以纯新手不要盲目红豆/海战. 

2) 如自己读了基本内功且高于奇门八卦，则不会出现融会贯通的情景. 如

果身负其他门派高级内功也没有融会贯通现象. 大家不要小看融会贯通， 

此效果有其妙处， 不妨慢慢体会.  

3) 这个任务使新手的碧海神功和基本内功都有一定的提高， 记的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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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bihai-shengong，读书之余可以间歇打坐(dazuo)， 磨刀不误砍柴工. 

以上就是桃花入门的第一个任务. 

个人的点评和建议: 

优点:  

 这个任务所产生的同时提高多项相关武功的效果很好， 让新手有成就

感. 活动范围控制在书房-休息室-厨房， 很近便， 方便新手开始学习

编写简单的触发， 可以一直循环， 不用看顾. 

缺点:  

 经验增长缓慢， 我多次去问陆乘风一直都是提示找书读， 让我比较

茫然， 不知道该读到什么时候. 经我研究， 这种读法奇门八卦可以一

直读到100级， 我推荐新手拿这个任务连连机器人设置， 很简单， 适

合无忧挂到100级奇门八卦. 奇门八卦影响碧海神功powerup效果， 影

响桃花最棒的起手招数命中率和有效时间. 这带触类旁通效果的100级， 

大家千万别错过. 

 对桃花弟子取消了发呆室， 应该适当提高休息室和练功房的对本门弟

子或修习本门武功的效率， 这样可以提高门派归属感. 

2.20.10.5 桃花新手任务之二: 打坐(与吐纳) 

经过了奇门八卦的学习， 在经验达到某个阶段后(我推测是10k)， 陆乘风

会检查你的内力修为， 如果内力修为不够， 他会提示你去抽时间打坐. 

ask lu about job 
你向陆乘风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陆乘风说道：「你的内力太低，多抽点时间打坐吧。」 

这个时候自力更生的id， 就需要正规打坐(dazuo)和吐纳(tuna)了. 虽然让你

去打坐， 但是可以同时吐纳提高精神和精力， 对以后学习有好处. 建议用timer

和trigger结合， 一个小循环里打坐之后加一个吐纳， 精神和气血都不浪费， 大

概30秒左右的样子， 大家自己试试. 总之把内力打坐达到250左右， 可以向陆

乘风要下一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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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点评: 没什么说的. 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这也是让新人熟悉timer

和trigger， 以及了解所谓"心跳"这个概念. 建议这个时候看看论坛和wiki， 或者

学学客户端使用技巧. 

2.20.10.6 桃花新手任务之三: 桃花林 

这是一个提高基本和高级轻功并增加经验潜能的任务. 由于描述比较多， 

我就上图作解释. 这个任务大概是经验10k开始可以做， 40k之前， 不会需要补

齐他攻击类武功. 

 

问了任务之后一定要看八卦图(l tu)， 按照图上指示的路线走， 记清楚一共

四步 

 

从阿香所在的房间往东一格， 就进入桃花林后， 会提示"你来到了一片桃

花林里，立刻迷失了方向。"这一句， 就可以开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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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八卦图上的路线走比如"艮山：西南 西 西 南"， 那么你就依次走

"sw;w;w;s;"这四步， 每一步之间大概间隔2秒， 不要冲动， 走的着急了会提示

"你的动作还没有完成，不能移动。"， 这时继续重复这一步. 如果走得都对就会

有好的描述， 比如"你充满自信的向前走去，桃花阵看来也不在话下。". 当你完

成四步回到起点， 会增加经验潜能， 并可能提高轻功技能. 

 

 

如果你走错了， 会出现"你胡乱走着…"的描述(见图)， 这时候就重新开始

四步， 但是出错的话会缩短可以自在桃花林逗留的时间， 任务结束的提示会提

前来到， 所以欲速则不达， 莫不如走稳走准， 提高单位时间内可以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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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天色大变， …"这句提示时(见图)， 就代表任务结束了， 可以离开

(leave). 这时候如果不离开， 还可以继续走， 但是不再增长经验潜能和技能了. 

 

 

注意， 这个任务在经验40k以后走桃花林时会出现女飞贼乱入， 正常fullskill

的情况下， 除掉这种女飞贼不在话下. 杀死后继续走便可， 如果发现走的不对， 

重新走正确的四步即可.  

 

 

这就是新手任务中的桃花林任务 

个人点评: 基本上没什么破绽的任务， 符合桃花门派背景， 设计的很好， 

如果能增多经验潜能的提升就更好了.小瑕疵恐怕要算如果手动走桃花林的话， 

满屏的深粉色桃花容易看着眼晕吧， 呵呵. 新手们可以逐渐摸索如何编写机器

来防止这种盯着满屏桃花的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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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7 桃花新手任务之四: 鉴定古玩字画 

这是桃花新手任务系列的的最后一个任务.这个任务的经验潜能奖励要比前

期任务多， 而且奖励声望. 经验60k可以接到. 

任务流程:： 

 
 

现在又可以进书房了， 用na命令， 就可以拿起古玩(guwan)或字画(zihua). 

这时候还可以用zhao命令来得到奇门八卦的书， 如果你前期奇门遁甲未到100

级可以继续读， 如果过了100级就没意义了.然后用jianding guwan或jiandingzihua

命令自动鉴定相应物品. 

 

 

 
鉴定物品成功后， 会奖励你火眼金睛和鉴定之术两项skill，最大奖励到10

级. 将物品交给陆冠英(注意不是他爹陆乘风)， 即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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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不能连续完成， 中间有间隔时间， 1-2分钟左右

吧， 这是用来给新手们打打坐吐吐纳， 读读书练练武用的， 这时候桃花林里有女飞

贼了， 记得提高自己的攻击类技能， 比如玉箫剑法，或者互备兰花拂穴手和弹指神功. 

后期陆乘风所给的新手任务就是桃花林和鉴定交替出现， 都是可以通过完善触发

安逸完成的.桃花的新手们好好加油吧! 

个人点评: 也是没什么破绽的任务， 做的很不错， 符合桃花门派背景. 

2.20.10.8 整体点评  

新手任务是桃花非大米id必做的， 这个直接关系到看家本领奇门八卦的busy

命中率， 新手任务累积经验50k，人物 升一级后这个福利开始有效， 以后效果

还会随着人物级别提高增加. 任务围绕归云庄这几个房间做， 非常近便， 吃喝

供养略显不足. 另外由于任务种类不多， 建议大方点， 奖励提高些， 缩短新

手期整个流程， 以免显得重复和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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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流任务 

3.1 慕容玉玺任务 

任务要求：经验大于3年，年龄大于14岁 

任务奖励：经验及潜能奖励，慕容弟子加门忠，外派弟子加声望，新人450k

之前是双倍奖励。 

失败惩罚：ask 慕容复 about 失败/fail 可取消任务。扣除一定的经验和潜

能，慕容弟子减门忠，外派弟子减声望 

任务说明：ask 慕容复 about job/玉玺/任务，他就会告诉你“大燕传国玉玺”

在某处出现，走到那里找到慕容叛徒杀之，从叛徒身上获得大燕国玉玺，然后把

大燕国玉玺给慕容复即可完成任务。现在任务并没有时间限制，可以慢慢找叛徒

直到找到为止，当然如果想放弃也是可以的。经验 500 k 以下可以连续要任务，

否则会有一定时间间隔才能要。连续放弃多次任务后，也会有一定时间间隔才能

要。 

备注：如果在不能打架的房间可以尝试ask pantu about fight 

3.2 灵鹫护卫 

 护卫任务的范围是25w到1M，超过1M将不能继续护卫任务。请玩家转

为护镖等其他任务。 

 护卫中的敌人根据玩家经验生成，并稍低于full skill 

 长期不fullme，石嫂将不派发任务 

3.2.1 任务说明 

 ask 石嫂 about 护卫，她会给你一块灵鹫灭敌令并叫你去某地进行护

卫，到了指定地方后，输入“huwei”命令开始，可能会有敌人出现。敌

人会主动follow 和 kill，杀死敌人就可获得经验和潜能。敌人有可能

很强，打不过可以投降（touxiang，会扣除经验和潜能，有可能投降失

败）。敌人死后可以继续输入“huwei”，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还在指定

南侠wiki  第553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地点，则算完成任务。 

 任务要求：经验大于 250 k 小于 3M 

 任务奖励：经验及潜能奖励，灵鹫弟子加门忠，外派弟子加声望 

 失败惩罚：扣除经验和潜能，灵鹫弟子减门忠，外派弟子减声望 

3.2.2 任务准备 

 由于有些敌人比较厉害，所以建议皮尽量要厚， 

 武功尽量full血一定要长:开始的几秒busy时间，血量不够的话，敌人一

个大招就去鬼门关了。 

 skills要有busy武功或强力pfm，争取busy结束马上busy对方或者一个

pfm把敌人送回老家。 

3.2.3 任务情况 

 敌人武功是copy经验，然后full skills 

 当你输入huwei之后的1~3秒，你处于busy状态，而与此同时，敌人会

出现，同时叫杀！！！！此时最危险，需要广大玩家想办法。 

 做好触发，当出现“XXX狂笑道：今天我要见识见识你们灵鹫宫有什

么厉害?”，利用BUSY时间马上看下敌人状态，由于屏幕滚动较快，

最好能显示在状态栏下 

 一般触发做的好的话可以得到 敌人的门派，敌人的名字，敌人的括

号内的名字，敌人的装备武功等等。。如果发现敌人的武功，装备比

你高几个等级，那就准备投降吧 

 敌人的弱点： 

 敌人很少出perform，尤其是busy类的perform。至少我是没有被busy

过，唯一死的一次，是被武功比我高的敌人（手拿英雄剑的那种），

一个大招（叫什么不知道）直接把我打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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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敌人是在你busy的时间段内叫杀，但头两个回合，经常打不中

你，通常是“看起来*想杀死你！”，紧接着是“*紧盯着你的行动，准

备下手”等等，也就是说，在最开始的这几秒钟内，虽然你是busy的，

但敌人也没有太强的攻击，顶多就是平砍你一刀，而你穿的比他厚

实，因此，扛过这一下之后，你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我们的优势：各门派的busy大招，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这里首推太

极剑的“缠”字诀————武当的“缠”名不虚传，通常我在一开始（或者

扛过头2招之后）就缠，然后数着回合数，大概4~5各回合，即我出了

4~5招之后，敌人就可以动了，此时要提前缠，即在第3~4各回合就接

着缠。由于敌人是普通装备，而我们是宝刀宝甲，因此敌人只要挨上

我们2~3下，他就红了，接着就要吸气，敌人吸气之后还有1~2秒的busy，

此时我们或砍，或缠，都有充足的时间，一直缠到死为止。 

3.2.4 注意事项 

 busy结束后，要第一时间出大招，能busy的busy，没有busy功夫的出你

最强之大招。 

 对于武当，明教的敌人，如果等级比你高的话，要做好投降的准备 

 时刻保持满气血和充沛内力，实在不行就投降(touxiang)甚至quit； 

 在护卫任务结束之后，如果你依然处于战斗状态，那么敌人是不会走

的。也就是说，战斗到一半任务结束了，战胜这个敌人也没有经验了，

但是敌人依然要杀你，因此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随时保持警惕； 

 任务的奖励很丰厚，就是没有钱和宝物。危险系数高，但升级也快，

做的顺利的话很快就可以护镖了，不像慕容任务那么墨迹。综合性价

比算是中等吧。 

 如果敌人是明教的注意看对方是否激发了乾坤大挪移，如果激发了大

挪移的话就要注意了，不要被反弹死，我武当的ID就是不小心北挪移

死了一次，如果遇到明教“XXX圣火神功运用越来越快，心魔大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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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无法驾驭乾坤大挪移”，说明对方已经不能用大挪移了，大招招呼，

使劲砍把 

3.2.5 npc解析 

 明教：千万小心，明教npc有乾坤大挪移，令人头疼无比，并且明教又

是血牛，经常busy了打不死……另外刚出来时一般会用寒冰绵掌的pfm，

不过如果dodge差不多full的话，基本失败，嘿嘿这招失败是要减血的。

对付明教，和自己差不多的做好鏖战的准备，遇到比自己强的做好失

败的准备，busy和不能反弹的攻击pfm是关键。PS：可以尝试用halt，

你会四五秒不出招，而明教的攻击实在很烂，基本也打不到的，用halt

多等一会，就会出现大挪移运转过头走火入魔的提示，嘿嘿这时再火

力全开，一般可以轻松搞定！（小心：大挪移反震伤上限，请准备数十

包金疮药，最好做好自动吃药的触发） 

 武当：护卫npc第二恶心的就是武当，和明教一样，遇到描述比你高的

武当，做好投降的准备。武当见面一般会发一个太极拳的震字诀，命

中不高，打中也只是掉10%不到的上限，问题不大。一般震字诀过后，

你的busy也差不多过了，第一时间搞定或者busy对方，不然对方就要放

busy。最恶心的是，武当npc不但busy命中忒高，而且一个busy过了还

会来一个。所以，就算武当攻击不高，也及其危险。特别是武当npc血

忒长，对付别的门派一招搞定的pfm，对付武当两招估计只是红血，要

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尽量节省内力 

 少林：少林npc也可以说比武当头疼，因为少林npc见面第一个pfm不是

whip的busy就是一指禅的busy，虽然命中和武当没法比，但是你也没时

间还手，况且，少林攻击还要高于武当。所幸，少林busy时间不长，

所以危险不大，但是如果少林npc比你高，也要有持久战的心里准备。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少林有硬功吧，打起来感觉也是很硬很硬，

大量消耗内力的pfm少用 

 峨眉：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峨眉npc使用的唯一pfm就是下你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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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还不错，但是峨眉的npc血很短。所以，只要提前准备n把武器，

打峨眉完全不成问 

 总结：打护卫任务，一要准备大量金疮药，二要准备数把武器，三要

注意节省内力，四要提前把内力打坐到接近两倍（不但内力足够，而

且这样好像被挪移的概率和伤害都会降低） 

3.2.6 无耻方法 

 用朝廷大米follow+guard，做触发alert，完美肉盾 

 想办法弄一个比你强的大米follow+guard，你会发现护卫其实也很简单 

 护卫npc只有最后一刀是你下的，你才能获得奖励，如果是别人打死，

没任何奖励。guard一般打赢就停止，但是注意大米不要太强以免打死 

3.2.7 xiaodog的一些建议 

  内力不要高也不要低，900多比较好，高了不享受dazuo双倍内力，有hubo+wbei最好，一般砍个几刀

npc就挂了，有busy的话敌人不会吸气，就死得更快 

  本门武功攻击力不够高的，像桃花之类的，可以学个英雄剑法，本门内功powerup效果不够好的，可以

学个九阴真经 

  丐帮的雷霆降龙打护卫的NPC命中很高，但一次不中就别再用了，失败1次200内力 

3.2.8 taiyizhenren护卫的要诀 

新人最重要的是：不要连续护卫上4次，最好是护卫2次就quit，然后再继续。

死了20次以后的经验，前期，积攒经验升人物等级到16级，以后弄个好的武器和

护甲 autolaod，小康生活就来了 

3.3 华山送信 

近年来，华山派在掌门「君子剑」岳不群的努力下，门下高手辈出，好生兴

旺，而华山派也隐隐然有傲视五岳剑派、领袖武林的实力。同时，岳不群也是事

务繁忙，每日间忙于信件往来，不堪重负。是故华山派公告天下，招募武林人士

协助传递密函。 

3.3.1 任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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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在 100K 到 60M 之间。60M之后，铜雀台任务也有可能接到。 

3.3.2 任务领取方法 

向岳不群打听「送信」或「job」即可。 

3.3.3 任务说明 

接到任务后，岳不群会告诉你收信人，也可以look mi han来查看。将密函送

到收信人处，用songxin <收信人id>指令将密函交给收信人，再回到岳不群处向

其打听「完成」或「finish」。如果不幸失败，可以打听「失败」或「fail」。 

在送信的路上会有杀手觊觎你手中的密函，或偷或抢，还会跟着你，对你痛

下杀手。若能将其杀死，奖励会丰厚得多。注意不要轻易逃跑，这会助长杀手的

气焰，让其更难于对付。杀手出现的时间早晚和福缘有关。 

岳不群会根据你的道德给你不同的信件，有时会是很神秘的偷偷塞给你，却

假装什么也不知道……伪君子么，嘿嘿。至于奖励，这种信件当然奖励最多。 道

德极高者得到的信件也会比较重要，奖励次之。普通的信件奖励再次。 另外，

由于岳不群比较反感面容俊美之人，容貌较高反而不易得到更高的奖励。奖励主

要由经验、内功等级、读书写字等级决定。 

杀手会本门的perform，经验和武功视信件的重要程度受你的实战经验影响，

和你相近或略低。如果任务失败，会扣除上一次任务获得的经验和一部分潜能。

另，可以向岳不群打听「功劳」或「times」，看到自己完成任务的情况。 

3.4 投名状 

3.4.1 任务背景 

铁掌帮，曾经的武林正派之一，自裘千仞接任以来，转而成为江湖最大的匪

帮。 但裘千仞确有不世之才，铁掌帮日见繁荣强盛。若以弟子数量和江湖声势

而论， 已然称得上顶级门派。然而裘千仞并不就此满足，还在不停招兵买马，

笼络江 湖人士。特意委派他的哥哥，裘千丈，负责接纳，考核这些江湖人物。

从新出 道的新丁，到成名已久的宿客，来者不拒。 

此时正当蒙古发兵入侵，朝廷苦于战火，对铁掌帮无能为力。也只能依靠江

湖 人物，协助剿匪。(参见help task-jiaofei)，渡月大师，也暗送选拔可靠人选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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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铁掌帮内部。一时间，正邪两道，纷纷来到裘千丈门下，只求递上一支投 名

状，善恶难辨。 

任务npc: 裘千丈 

位置:：扬子津（从扬州中央广场，s;s;s;s;su;se;su;up）长江北的扬子津up望

江亭 中 

任务限制：大于1万exp（玩家经验小于1m时战斗，npc不会使用pf） 

游戏内查看：help task-tmz 

任务间隔时间：建议新手穿插其他任务例如送信 慕容 师门任务等 

备注：此任务会__降低道德__，每个最多降低15点，请注意道德，以免被师

傅开除，道德降低的很少只要新手注意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任务已经改版难度降低，新手可以尝试，奖励丰厚！！！！！ 

关于信任度： 有了信任度，就可以剿匪的时候混进五指山，关闭机关，打

开大门，骗土匪离开 战场。 

3.4.2 第一次接受任务 

> ask qiu about 投名状 

你向裘千丈打听有关『投名状』的消息。 

裘千丈瞪大了眼睛喝道：无关人等，给我滚开！投名状是你能问的吗？ 

> ask qiu about join 

你向裘千丈打听有关『join』的消息。 

裘千丈上下左右打量了你几眼道：想在咋们这里混饭吃，可不容易。 

为了显示你的诚意，你必须纳投名状。 

任务分4种类型** 

3.4.3 第一种 寻宝 

找到宝箱后，打开宝箱获得镇山之宝返回给裘千丈即可。 

ask qiu about 投名状 

你向裘千丈打听有关『投名状』的消息。 

裘千丈拍了拍脑袋，说道：对了，前些日子有奸细混入寨中，偷走了一个宝箱，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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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中兄弟多方打探，探到宝箱最近在襄阳出现，你去帮忙找回来吧。 

裘千丈又补充道：宝箱就不需要了，你把宝箱里面的东西拿回来就可以了。 

裘千丈在你耳边告诉了开宝箱的方法(unseal box)。 

 乡间土路---襄阳西门---西街       

襄阳西门 

    藏宝箱(Cangbao xiang) 

    襄阳守军的尸体(Corpse) 

    杨阿民的尸体(Corpse) 

    襄阳守将的尸体(Corpse)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west 和 east。 

unseal box 
你心中默念开启的方法，一边慢慢地尝试。 

只听~~嘎吱~~一声，藏宝箱的盖子打开了...... 

你欣喜的从宝箱中拿出镇山之宝，藏在怀中，顺势一脚把宝箱踢到路边。 

提示：镇山之宝（zhenshan zhibao） 

> give qiu zhenshan zhibao 
裘千丈冲你一抱拳：「有劳这位姑娘相助，不才这厢有礼了！」 

裘千丈双手抱拳，讨好地对你说道：「在下对姑娘的景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你被奖励了三千三百六十四点经验，一千五百五十八点潜能，一百四十一点声望。 

裘千丈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属于你的那份花红，我已经吩咐人存在你户头。 

裘千丈「嘿嘿嘿．．．．」地奸笑了几声。 

你小子还是值得老夫信任的。(+13) 

（数值为信誉度） 

你给裘千丈一块镇山之宝。 

3.4.4 第二种 杀人 

杀掉任务要求npc，注意一定是玩家自己杀掉的，最后一刀很关键，自己体

会。 

ask qiu about 投名状 

你向裘千丈打听有关『投名状』的消息。 

裘千丈沉思了一下对你说道：你去把白衣武士(wei shi)给我干掉，提他的脑袋来见我。 

封禅台 - 

    如今这里是推选天下武林总盟主之处，各路英雄如能技压群雄， 

比武夺魁，便能问鼎盟主宝座，成为统领中原武林的领袖。高台上 

摆放着汉白玉宝座，盟主便在此坐堂议事。台上高高立着一竿旗， 

上书：替天行道 四个大字。 盟主左右各侍立着两位白衣武士，两 

边都放着一长排虎皮交椅，时常有武林前辈高手前来参见盟主。 

    「高秋」: 风更大了，呼呼的吹着，树上的枯叶一片片的落了下来，象一个个破碎的梦。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down、west 和 east。 

    二位白衣武士(Wei shi) 

    「秋兰姑娘」第一千二百四十代武林盟主 雅典娜(Wuling mengzhu) 

killall wei shi 

你长笑一声，开始对周围众人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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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白衣武士想杀死你！ 

看起来白衣武士想杀死你！ 

白衣武士死了。 

cut corpse 
你提起手中的青锋剑和青锋剑，对准白衣武士的尸体的脖颈中一阵乱砍，血淋淋的首级咕噜噜的滚落在地。 

> get shouji 
你捡起一颗白衣武士的首级。 

> give qiu shouji 
裘千丈对着你点了点头。 

裘千丈双手抱拳，讨好地对你说道：「在下对姑娘的景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你被奖励了一千八百五十七点经验，七百四十八点潜能，九十七点声望。 

裘千丈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属于你的那份花红，我已经吩咐人存在你户头。 

裘千丈「嘿嘿嘿．．．．」地奸笑了几声。 

你小子还是值得老夫信任的。(+2) 

（数值为信誉度） 

你给裘千丈一颗白衣武士的首级。 

3.4.5 第三种 抢人 

找到任务要求的beauty girl，攻击她会有保镖，杀掉保镖，打晕背回去交给

裘千丈， 

注意打晕beatuty girl是命令描述方式并不需要真用武功打晕。 

> ask qiu about 投名状 

你向裘千丈打听有关『投名状』的消息。 

裘千丈奸笑了几声对你道：我们当家的想找一位压寨夫人。 

有探子探到最近经常有美女在华山的华山脚下处附近游玩，你赶快去把她抢回来。 

华山脚下 - 

    这里是华山脚下，南面就是素有「奇峰天下第一山」的西岳华山，华 

山由于远望宛如一朵白莲花，因而得名（古时，「华」与「花」通）。西 

面有个小村庄，北边有几间房屋。路边有块石碑(shibei)。 

    「高秋」: 夜幕笼罩著大地，四野的秋虫在呢喃。 

    你可以看看(look):shibei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west 和 southeast。 

    郭小姐(Beauty girl) 

> hit beauty girl 
你跳上前去，对着郭小姐色迷迷的笑了起来：打劫啦！打劫啦！本小姐今天来劫个色！ 

郭小姐大声尖叫道：来人啦！救命啊！ 

只见斜刺里冲出一位保镖，对着你发起了攻击。 

看起来第白想杀死你！ 

> 
第白死了。 

> hit beauty girl 

你跳上前去，对着郭小姐色迷迷的笑了起来：这次看你往哪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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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姐喊了几声，却发现没什么回应，不禁又羞又急，竟然晕了过去！ 

郭小姐脚下一个不稳，跌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get beauty girl 
新手丙手持游侠宝剑，身穿摘星追月 九日之袍走了过来。 

你将郭小姐扶了起来背在背上。 

give qiu beauty girl 
裘千丈对着你大叫一声：哇徕，好酷哦，我好喜欢你哎！！ 

裘千丈双手抱拳，讨好地对你说道：「在下对姑娘的景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你被奖励了二千四百九十九点经验，一千一百三十二点潜能，五十一点声望。 

裘千丈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属于你的那份花红，我已经吩咐人存在你户头。 

裘千丈「嘿嘿嘿．．．．」地奸笑了几声。 

你小子还是值得老夫信任的。(+41) 

（数值为信誉度） 

你给裘千丈一位郭小姐。 

3.4.6 第四种 劫镖 

到任务地点等待出现任务提示，输入rob biao dui，出现镖师杀掉后获得红货 
交会给裘千丈。此任务出现频率较低，希望新手注意此种任务npc稍强于抢人任

务，小心结合pf量力而行。 
ask qiu about 投名状 

你向裘千丈打听有关『投名状』的消息。 

裘千丈对你道：近期福威镖局生意极好，但是对寨中没什么表示，你去杀他们的威风。 

我已经派了一个探子名叫严富在嘉兴的蛇窟附近接应，你赶快过去吧。 

                                              

蛇窟 - 

    这里是蛇窟，到处都是金色的毒蛇，只听得四下里簌簌作响，几条 

毒蛇向你扑来，北面雾气腾腾看不太清楚。 

这儿唯一的出口是东面。 

  「高秋」: 东方的地平线上渐渐有了黎明的颜色。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east。 

  镖队(Biao dui) 

  毒蛇胆(Shedan) 

  毒蛇(Snake) 

> 
猎物终于出现了！ 

严富对着你大声道：你快抢(rob)镖队，我先闪了！ 

严富匆匆忙忙离开了！ 

> rob biao dui 
你对着镖队大吼一声：夜取竹香姬在此！留下你们的钱财来！ 

> 只听有人大喝一声：大胆！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从镖队里跳出一个镖师，对你发起了攻击。 

看起来昝岳想杀死你！ 

昝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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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 biao dui 
你对着镖队大吼一声：夜取竹香姬在此！留下你们的钱财来！ 

你见已经无人保护，将所带的财物全都拿在怀里，顺手将镖车砸了个稀巴烂！ 

提示 背包会有：红货(Hong huo) 

> 

> give qiu hong huo 
裘千丈趴在地下，对着你膜拜个不停。 

裘千丈双手抱拳，讨好地对你说道：「在下对姑娘的景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你被奖励了三千二百九十二点经验，一千五百二十二点潜能，九十八点声望。 

裘千丈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属于你的那份花红，我已经吩咐人存在你户头。 

裘千丈「嘿嘿嘿．．．．」地奸笑了几声。 

你小子还是值得老夫信任的。(+96)（数值为信誉度） 

你给裘千丈一包红货。 

放弃任务 

> ask qiu about 失败 

你向裘千丈打听有关『失败』的消息。 

裘千丈怒道：我看错你了，原来你这么不中用。 

你的信任度降低了，你受到了惩罚。 

你的经验降低了一千六百四十六点 

你的潜能降低了七百六十一点 

你的声望降低了四十九点 

关于信誉度 

有了信任度，就可以剿匪的时候混进五指山 

关闭机关 

打开大门 

骗土匪离开战场 

3.5 萧半和 

3.5.1 任务背景 

传闻世上有一对“鸳鸯宝刀”，得之者可无敌于天下，而这对刀分别在一位姓

袁和一位姓杨的英雄手中。后袁、杨二位为当时皇帝所害，宝刀从此下落不明。

现今此二刀重现江湖，晋阳萧半和义女萧中慧听闻欲替其父夺得此刀而踏上征途，

不想在路上遭贼人奸计导致下落不明。心急如焚的萧大侠广发英雄帖，寻求各路

英雄协助其寻找女儿。 

3.5.2 任务领取 

晋阳的萧府，萧半和（xiao banhe) ask xiao about job，要求经验大于800k。 
这个任务只有休闲玩家才能做，低于 10m 的非休闲玩家也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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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任务流程 

有两种情况： 

 萧半和会告诉你，他女儿在某个地点遭遇危险，让你去解救，赶到该

处，杀掉强盗，这里会给一次经验。搜出强盗尸体中的鸳鸯刀，还给

萧半和，这里会给第二次经验。 

 你被传送到一个特殊的迷宫中，需要将萧半和的女儿带回到萧府（唐

明镇）。在迷宫中找到萧的女儿后，ask xiao about home ，她就会跟随

你。 

该任务可以一轮轮做下去，直到萧半和用chat的方式提醒：xxx仁者无敌，

天下无双。则任务结束。 

3.5.4 任务失败 

若找不到强盗，或遗失鸳鸯刀，任务失败。一次任务失败，整轮都失败，当

天无法继续。只有第二天可以重新做，此任务一天可以完成一次。 

3.5.5 任务奖励 

一开始经验很少，随着一轮轮做下去，最后几次的任务奖励还行。该任务值

得一做，关键是任务中间不用等待。强盗会掉宝石、装备、灵丹妙药等宝物。完

成一天全部20轮奖励一封家信，交给特定任务npc可以获得普通任务接下来一次

奖励翻倍或者百晓生限制时间翻倍的奖励。 

3.5.6 任务定位 

该任务定位于每天只上线很少时间的手动玩家。 

3.5.7 完成方法 

强盗npc的id统一为“你的id's qiangdao”该npc会走动，实力一般，危险不大，

不能用pp搜索。可以做一个alias gbd＝give yuanyang dao to xiao，最好还要做一

个触发，*死了，则get yuanyang dao from corpse。如果忘记捡刀会很麻烦，如果

你在桃花岛杀死强盗，一来一回就要做六次船，该任务是有时间限制的，错过了

奖励很多的后几轮会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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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注意事项 

 鸳鸯刀有时效限制，如果得到后长时间未交给萧半和，会提示鸳鸯刀

逐渐失去了光泽，此时任务中断。 

 该任务每天只可做一次，且两次任务之间必须通过其他任务获得超过

上一次任务奖励的经验，否则无法领取任务。 

 levelup 会扣经验，如果升级后还想继续做萧半和，可以在升级前 ask 

xiao about mark ，如果萧半和说 “不错啊，进步真快，下次再来找我

啊。”，说明 mark 成功，可以levelup了。如果萧半和说“加油加油”，

说明在上一次完成任务后还没有获得足够经验，mark失败。 

3.6 护镖 

 任务要求：经验大于20年，内功大于50级 

 任务奖励：经验、潜能、声望、金钱 

 失败惩罚：ask lin about 放弃或者ask du about 放弃可取消任务，只需

赔偿镖局金钱损失即可（每次5 gold） 

任务说明： 

 目前开通8个城市的镖局，分别是福州和武当的新手镖局（-40%，720

秒(12分钟)完成任务）长安和苏州的普通镖局（0%，1200秒(20分钟)

完成），北京和江州的普通镖局（10%，1320秒(22分钟)完成）南昌和

洛阳的长途镖局（+30%，1500(25分钟)秒完成）。 

 百晓生、神尼和铜雀台任务不能接新手镖局发布的任务。 

 新手镖局在完成新手镖局总经验2m或者总护镖经验3m以后不让接任

务。 

 普通镖局任务要从新手镖局完成2m或者总护镖经验3m以后才能接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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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途镖局要从普通镖局获取经验2m或者总护镖经验10m以后才能接镖。 

 普通镖局劫匪从2匪开始起跳。 

任务领取： 

在镖局处，用命令listesc查看任务列表，用getesc获取任务。普通级难度每10

分钟最多18个任务，其他难度每10分钟最多10个任务，同一个级别难度下的所有

镖局总任务数占上限达到80%以上的时候会自动提高上限。 

百晓生任务者不能使用任务栏模式接任务，需要ask 镖头 about job接任务。 

领取任务后，会给你一个镖车，并告诉你将镖车护送到某地的伙计手中。将

镖车赶到伙计所在地护镖即完成，可以回去领取奖励（ask lin about finish）。 其

中，护镖过程中劫匪会随机把镖车移动一步。 

在运镖过程中，gan che to <方向>，可以使镖车向某个方向移动。路上会遇

到一些劫匪，劫匪一般不会主动kill，但是你要是使用了自动叫杀的perform 也会

叫杀。运镖过程中若打不过劫匪，为了保存性命可（touxiang），让劫匪劫走镖车。 

经验大于 10m 时所得奖励会有所减少，气大于4000时每增加4000气血增加

一个劫匪，每趟走镖杀匪数超过一定值后也会增加一个劫匪，最多共有4个劫匪。 

护镖过程中会得到密信，用xian可获得一个图片地址，到达该地址用zhao叫

出伙计，ask <伙计ID> about yao可寻回财物，交还给任务发布人可获得经验潜能

或者宝石的奖励，完成密信任务之后在下次密信任务之前镖车不会乱入。 

劫匪复制经验的时候封顶400m，劫匪气血在新手镖是1000-10000，普通镖是

2000-20000，长途镖是10000-30000，以上数字随着难度系数有一定程度波动。 

3.7 Task 

3.7.1 江南侠客行任务榜 

任务要求 无限制 

任务奖励 经验及潜能奖励 

失败惩罚 无 

任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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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之后reload每一次扣200gold，建议quit之后再load就不会收费了。 

每20分钟任务榜会更新一次，更新时会在闲聊频道公布。 

用命令“task”可查找当前有什么任务，可以看到例如“朱熹的四书五经 (未完

成)”字样。 

对于未完成的任务，可以用“locate 朱熹的四书五经”类似的指令查找 task

物品所在，到该地拿到物品（一般在npc身上，打晕即可拿到）。 

拿到物品后交给物品主人（如四书五经就交给朱熹），此时可以得到少量经

验和潜能。 

物品主人会告诉你偷走该物品的盗贼（也称为task npc）名字和所在位置，

找到该npc杀之，可得到大量经验和潜能奖励。 

task npc的状态是参考你的状态得到的，连续杀死task npc 后任务奖励会连续

提高，到第10个npc后回到第6个的水平。 

与task npc 见面后不能更换装备和所用武功。 

每4小时有一次门派争胜轮（用task命令查询），完成task最多（至少完成6个）

的门派获胜，获胜门派的威望增加，且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之内所有主流任务奖

励有加成。 

3.7.2 task物品列表 

 
楚云飞

的盟主

令 

黄药师

的玉石

子 

朱熹的

四书五

经 

岳灵珊

的玉佩 

达摩老

祖的菩

提杖 

令狐冲

的佩剑 

傻姑

的烧

饼 

丁春秋的

神木鼎 

农夫的

锄头 

裘千仞

的水缸 

岳不群

的紫霞

袍 

宁中则

的淑女

剑 

向问天

的包袱 

郭芙的

头巾 

瑛姑的

算筹 

杨过的

竹剑 

韦小

宝的

骰子 

托钵僧的

化缘钵 

张三丰

的太极

剑 

陈近南

的花名

册 

灭绝师

太的念

珠 

林平之

的葵花

宝典 

欧阳克

的白扇 

李秋水

的天蚕

衣 

鸠摩智

的易筋

经 

田伯光

的断龙

刀 

洪七

公的

布袋 

王重阳的

先天罡气

谱 

慕容复

的家谱 

郭靖的

九阴真

经 

虚竹的

掌门指

环 

多隆的

官印 

陆高轩

的蝌蚪

译文 

小龙女

的玉女

剑 

吴三桂

的虎符 

穷汉的

破碗 

渔隐

的鱼

杆 

浪回头的带血的丝巾 

3.7.3 任务解析 

门 派 威 望： | TAS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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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少林护送 

3.8.1 侠客行之少林护送任务 

少林方丈玄慈大师近日收到飞鸽传书言道武当有难，两派向来交好，故派出

玄字辈长老前往救援。不想长老在路上接连遭遇杀手围攻，现在扬州城附近受伤。

有意护送长老前往武当者请向玄慈大师打听一些消息，组队领取任务。 

3.8.2 任务要求 

 二至四人组队完成。 

 所有人实战经验大于1M，总和不小于2.5M，且相差不超过一倍。 

 队长为正神。 

 每队之间间隔至少五分钟。 

 同时最多三队。 

 在玄慈大师告诉的地点附近找到长老后，由队长向其打听「护送」的

消息，长老即会跟随行动。任务终点是武当山知客道长处。前路未卜，

危机重重，望好自为之。 

3.8.3 任务奖励 

 平安到达后即会有丰厚奖励，包括一定的经验潜能声望众人平分。 

 杀死杀手会有额外的经验潜能奖励，1/2由众人平分，1/2归杀死杀手之

人。 

 队长有额外的加成。 

 杀手会携带大量金银财宝，亦可由众人处理。 

 运气好的话，还会得到少林的神药作为奖赏，可能无法通过其他途径

取得。 

 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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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一定时间杀手、大师都可能消失。 

 组队方法是首先队员输入follow 队长，然后队长输入team 队员。 

 杀手和大师在路上可能逃到旁边两步的房间里，会有提示。 

 失败后队长会受到惩罚。 

3.9 萧峰 

3.9.1 侠客行之萧峰任务 

据丐帮弟子来报，西夏一品堂搜罗了一批邪派武功好手，意欲对中原武林不

利。 

丐帮前帮主萧峰在雁门关一役后，奇迹般的又出现在洛阳望星楼二层，重新

开始执掌丐帮帮务，为了此事操劳不已。 

因此诚邀天下豪杰，前往洛阳领取任务，助萧峰一臂之力。 

3.9.2 任务要求 

 至少30年经验。 

3.9.3 任务领取方法 

 向萧峰打听「任务」或「job」即可。 

3.9.4 任务种类介绍 

 萧峰共有若干种任务。由于任务对象不同，或恶贯满盈，或初入歧途，

分发的任务也有不同。对于为非作歹多时者，应将其杀掉，取其首级

(zhan corpse)，交给萧峰； 

 对于初入一品堂者，应试图将其劝服(quan)，注意需消耗精神，且有busy，

当其气力不继时劝服更有效； 

 对于气焰过于嚣张者，应与其比武(fight)，将其打到气血不足50%后令

其认输 (ask shashou about 认输)，若拒不认输者还要为其疗伤，给金

创药或人参 助其恢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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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气焰过于嚣张者，也可进行教训(jiao)，将其打到任务提示的气血

百分比附近jiao shashou 

 更有对中原武林有用者，需将其生擒，打晕交给萧峰。如果无视任务

种类，比如萧峰安排了生擒，却拿回了首级，萧峰可是不收的。 

 劝服杀手或战胜杀手后还需向萧峰打听「完成」或「finish」即可领取

奖励。失败则需打听「失败」或「fail」取消任务。 

劝杀手有可能导致自己死亡，请密切留意自己精神的变化。 

3.9.5 任务奖励 

 领取任务时萧峰会提示杀手的强度，对于武功高强的杀手，奖励会相

应的丰厚一些。劝服杀手和战胜杀手由于难度大一些，也会有额外的

奖励。另外，奖励的多少还会和你的武功有一定关系。 

 由于萧峰生性耿直，对命运多舛之人会有一些特殊的照顾，即有更大

的几率获得指导，使某项武功进步。 由于杀手会本门的perform，相对

较为危险，因此被杀手杀死没有损失。 

 不过如果任务失败的话，会扣除一些经验和潜能以示惩戒，同时将有

更长的时间不能接新的任务，只能先在江湖上历练一番。另外，可以

向萧峰打听「功劳」或「times」，看到自己完成任务的情况。 

3.9.6 萧峰任务困难模式 

 萧峰任务提供困难模式 

 困难模式是任务目标会随机变难，出现难度变大的概率是10%。 

 玩家可以通过set adv_quest XX来打开困难模式开关，其中XX为困难

NPC出现的概率，取值区间是10-50，代表10%到50%。 

 困难模式下任务目标各个方面属性都有一定程度提升，并且会随机免

疫一种类型的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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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困难模式的任务目标和正常目标在人物名称的颜色上会有所

区别，可以显著发现该npc是困难模式的任务目标。 

萧峰任务困难模式奖励：每碰到一个困难模式的蒙面杀手，经验奖励增加

30%，潜能奖励增加70%，80级以下技能奖励几率提高300%，技能奖励由一级

改为二级。 

3.9.7 任务解析 

主 流 任 务：| 萧峰任务 | 

3.10 胡一刀 

3.10.1 侠客行之胡一刀任务 

近日江湖传言，有一帮神龙岛的恶徒找到了闯王宝藏的藏宝图，而作为闯王

宝藏的守护者，胡一刀自然不会让这帮恶徒轻易得手。然胡家势单力薄，急需江

湖人士热心相助，而对于找回地图者，胡一刀也会将胡家刀法倾囊相授。 

3.10.2 任务要求 

经验40年以上。 

3.10.3 任务细节 

第一步，接任务。 到北京永安门旁边的高粱地，寻到胡一刀后，向胡一刀

打听有关盗宝人的消息，胡一刀就会告诉你盗宝人在何处出现。 目前的胡一刀

任务有3种模式， 

1) 给全南侠各区域的5个地点，一个地点一个盗宝人，过去找到盗宝人，

杀掉即可（盗宝人会走动的） 

2) 图片模式，给全南侠各区域的5个地点，一个地点一个盗宝人，盗宝人

不会走动 

3) 迷宫模式，给一个地点，过去有个姓胡的随从(sui cong)，ask sui cong 

about 藏宝图，会进到一个小迷宫，里面有四个盗宝人，杀掉，找到一

个小木屋，会有第五个盗宝人，杀完后在小木屋out即可出来，注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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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屋内的盗宝人一定要最后杀。 

如果胡一刀给你的地点你不想去，可以ask hu about 帮助，胡一刀会重新给

你一个地点，但一轮只有一次机会，并且如果已经杀掉一个盗宝人后就不能再获

得“帮助”。 

第二步，追杀盗宝人。 盗宝人是兄弟五人，第一个死了以后，会告诉你他

兄弟出现在哪里，一直追杀到第五个，后面的盗宝人会稍微厉害一点。盗宝人全

部是神龙岛出来的，有“狂化”的盗宝人，能够先用chan，之后连续英雄三招美人

三招，十分凶狠，可瞬间致玩家于死地，不得不防。只有武当，朝廷，明教等少

数几个门派才可保安全。有三种模式，模式1，文字告知盗宝人姓名以及id 所在

地址；模式2，图片告知盗宝人姓名，所在地址，id统一为daobao ren；模式3，

图片告知随从姓名，所在地址，赶过去找到随从ask 藏宝图，会进入一个小迷宫，

杀掉在迷宫里面的4个盗宝人以后再进到一个小木屋里面杀掉 最后一个就可以

了，记住，小木屋里面的盗宝人要放到最后杀。 

第三步，交任务。 杀死全部盗宝人后，在每个盗宝人身上都有一块地图残

片，五片收齐之后使用combine命令合并成藏宝图，把这个藏宝图交给胡一刀就

可以获得奖励。 当然，有时候无法收齐所有残片，把这些残片给胡一刀也会有

少量奖励。当任务实在无法完成的时候，可以向胡一刀放弃，放弃的时候会降低

5000经验和1000潜能作为惩罚。 

第四步，附加任务。 每完成一次任务，胡一刀会给你一张藏宝图，这属于

附加任务，用chakan bao tu命令，可得知确切地点，到了那个地点后，用“xunbao”

命令可以得到附加奖励。如果这张藏宝图的位置无法达成（如善人渡），你也可

以将它还给胡一刀，他会再给你一张，但是只有一次机会。 

第五步：进阶奖励。 该任务一开始经验普通，随着任务次数的增加，经验

奖励和附加任务奖励会越来越多。 

注意事项： 该任务是真死任务。 最好有busy功夫，缠住盗宝人比较好做。 

最好有pp（传音搜魂）特技，能快速定位盗宝人，效率提高。 

3.10.4 任务次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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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宝人的厉害程度是随着任务次数增加而增加的。 

主要分为4个阶段： 

 1000次以下 

 加力很少，盗宝人的exp是低于你本身exp的，最多持平，气血也比

较低 

 1000-5000次 

 加力比较少，exp基本不会低于你的exp，也不会太高，气血开始增

加了。 

 5000-12500次 

 加力比较多，exp基本在1.5-2倍，气血基本会双倍于你，7w5封顶 

 12500次以上 

 jiali max，exp基本在2.5-3倍，气血封顶7w5 

 没有极大信心的人，12500次以后请千万千万小心 

3.10.5 刀法介绍 

胡家刀法为胡家家传绝学，在250级之前是不可以通过练习来提高的。每给

胡一刀找回一次地图，可以获得一级奖励。 250级之后才可获胡一刀传授绝技【刀

影连环】，并可以通过练习来提高，只有达到刀法500级，任务次数250次，才可

以施用该绝招。 胡家刀法的出刀次数为， hyd完成次数/100，或 人物等级开方，

二者取较低的那个。但此出刀数只限于“保卫襄阳”任务中有效。 非保卫模式刀

影群攻效果减弱，单人效果和保卫中一样，但内力消耗增加，人数限定最高5人。 

3.11 韩员外 

3.11.1 韩家复仇任务 

洛阳韩家被仇家灭门后，幸存的后人带着铁琵琶手的心法隐居在江州城。却

并不甘心放过此血海深仇，于是在江湖中寻觅能人异士，找到以前的仇人一一杀

回去。并以铁琵琶手的心法作为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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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han about all 
你从存款中划出一两黄金作为咨询费用交给韩员外。 

韩员外对你说道：你可以向我打听有关复仇，join，江南八镇，done，name，finish，加入，失败，fail，

map_error，任务，地图版错误，完成，铁琵琶手，job，pipa，fangqi，here，quest的内容！ 

3.11.2 任务要求 

 经验大于30年。 

3.11.3 任务流程 

 韩员外(Han yuanwai)在江州韩家，ask han about join 后可以正式为韩家

出力。 

 作为韩家聘请的高手，自然要为韩家出力，ask han about job 会被分配

一个仇家，仇家的姓名和所处地区可能以文字形式提供，也可能以信

件（图片）形式提供。 

 任务类型包括普通、献祭、轻功高手、易容高手、奸诈似鬼、狡兔三

窟、狙击仇人，要分别按任务要求完成 

 完成任务，可回到韩家 ask han about finish 获得任务奖励，包括经验、

潜能、声望、存款。 

 完成一定次数，韩员外也许会拿出家传的铁琵琶手作为酬谢。 

 任务难度基本无难度。 

3.11.4 失败惩罚 

 ask han about fail 可取消任务。扣除一定的经验、潜能和声望。 

 如果杀死仇人后长时间不向韩员外复命会导致任务无法完成，没有奖

励，但也没有惩罚。 

3.12 保卫襄阳 

3.12.1 保卫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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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末年，蒙古和南宋联盟灭金之后，蒙古倒戈相向，起兵攻宋。南宋门户 

襄阳首当其冲，受到蒙古大军的围攻，襄阳告急！ 

然而此时，宋朝政府腐败无能，又有奸臣当道，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危险 

境地。郭靖在襄阳危难之际向江湖广发英雄帖，带领各路英雄群集襄阳，欲为大

宋 守住襄阳这一屏障，誓与襄阳共存亡，希望能够抵挡住蒙古前进的铁蹄。你

正是在 这种历史背景下响应郭靖的号召参加到保卫襄阳的这一场鏖战中来的。

不管保卫成 功与否，你都会在其中体会到当年襄阳保卫战中同仇敌忾的宏伟气

氛，你所做的一 切都会在南宋末年这一乱世中留下自己的一笔！  

3.12.2 具体介绍 

 本任务是为增进玩家之间协作而设计的。 

 由于蒙古大军将兵分４路几乎同时进攻襄阳，所以要想成功保卫襄阳，

光靠一两个玩家，是很难完成的。 

 在战斗中，如果襄阳的城门处蒙古兵的个数超过一定数目，则城门告

破，蒙古兵就可以进城，而且每一个城门被破，相应每杀一个蒙古兵

的奖励也会减少！ 

 当城门告破之后，蒙古就会发出蒙古人最擅长的骑兵入城，骑兵的速

度很快，会给保卫襄阳带来更严重的危机！ 

 整个任务的成败以帅府大厅是否沦陷为判断标志，当蒙古兵聚集到帅

府大厅的个数积累到一定数目之后，则任务失败，郭靖黄蓉殉国，玩

家在战斗中获得的奖励也就作废。反之，若能将蒙古兵全部杀死，则

保卫成功，玩家到郭靖处依各人战功不同。 

 领取奖励(ask guojing about 奖励)。 

 奖励基本上是蒙古兵、蒙古骑兵每个一千，千户长每个一万，每守住

一个城门增加奖励百分之十。 

 保卫成功后一分钟内蒙古兵会卷土重来，启动另外一次保卫襄阳任务，

每成功一次下一次连续保卫的难度就升一个档次，连续成功保卫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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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失败一次整个保卫任务结束。 

 如果前两次保卫成功请务必在一分钟内向郭靖索要奖励，否则可能失

效，概不补偿。 

 在战斗中，千户长不会主动向比他弱的玩家下kill，一般士卒不会主动

向已经有５个对手的玩家主动下kill，所有蒙古兵（包括千户长）只在

往前冲的时候下kill。 

 所有蒙古兵被杀死，对玩家的杀气毫无影响。 

 本任务，每４小时发生一次。要参加的玩家，注意时间一起上线，共

同御敌。 

 因保卫襄阳过于危险，不提倡14岁玩家参与，故14岁玩家即使参加也

不会得到奖励。 

 保卫开始后可以去郭靖处ask guo about 工事，得到铁锹后在襄阳内任

何位置修筑防御工事(dig)。 

 每处位置可以修筑五级工事，每级工事可以阻挡一个蒙古兵的一次进

攻。 

 只有在保卫开始后到蒙古发兵前可以修筑工事。 

 每次胜利后去郭靖处ask guo about 奖励。 

 修筑一次工事费时10秒，耗精20点，得奖励与破门数有关，所以应尽

量在城门外有人保卫的地方修工事，以提高工事利用率。但要注意在

襄阳以外的地方修工事没有奖励（襄阳南门外比较远的地方不属于襄

阳，其他门外或城内任何位置都可以。） 

 14岁仍然没奖励。 

 保卫任务分普通版和bt版。 

 普通版200M以上玩家没有经验奖励。 

 bt版需要5个100M以上的玩家参与，蒙古兵比较厉害，所有参与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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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经验奖励。 

 从100m开始经验越高收益越低，直到500m变成只有1/3。 

3.13 鸡笼山剿匪 

1) 在镇江的将军府处接受任务：要求队伍人数≥3，且成员exp与队长exp相

差在±50%之内。 

 

2) 随后队长使用jie领取任务：* 队伍成员随机获得一个字，可能直接告诉

也可能图片。 

  

3) 随后在镇江南水门武将处由队长将字整理say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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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之后s一步进入鸡笼山脚，如果是第一回做任务请先look lupai获得路径。 

 

* 根据路牌的指示到达山寨，随后各成员 enter 

shanzhai。  

 

* 当队员都进入山寨后队长输入 ready 开始第一回战

斗。  

* 之后每向上行走一步需派出队伍中一名不同的队员战斗，直到都战斗过开始新

的计数。 * 比方说我这个队伍是 3 个人，那么就要 3 个人都战斗一次然后按照

之前的战斗顺序依次下去。 * 队伍其他成员无法介入个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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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山顶进行 boss 站，此为团战可一起战斗。boss 会强力 pfm 请小心。 

 

当进入山寨的时间超过 10 分钟时任务自动失败。 

 

Tips 
* 任务中存在明教，请小心。 * 请无视门派，因为他们会出师判

师。  

 

* 任务为假死，在途中被打败会被丢到门口，且重伤濒

危。  

*若任务失败请在水将军那里输入 fail。 

3.14 韩世忠 

3.14.1 韩世忠任务流程说明 

你向韩世忠打听有关『job』的消息。 

韩世忠点了点头：好！ 

韩世忠给你一枚兵符。 

韩世忠说道：「我听说有一群异族奸细在岳王墓的枪铺附近出没，你带上我的兵符，去打探(datan)一下， 

必须要留下一两个奸细，给他们一个教训。」 

 
枪铺 -  

        这是一家专门买枪的专营店，由于岳飞死后，他生前用过的夺魄枪也随之失散， 

为武林人士所惋惜.所以就有好事者专门请能工巧匠仿照当年岳飞的夺魄枪做成 

仿制的夺魄枪，一来可以赚钱，二来一些热爱岳王爷的人，精神也好有所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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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长枪(Chang qiang) 

    枪铺 杨老板(Yang tiejiang) 

    长鞭(Chang bian) 

datan 

你心中暗道：就是这里了，于是紧跟着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走去。 

郊外小路 -  

    这里是荒郊野外的一条小路，人迹罕至，几个人影鬼鬼祟祟的。 

    「阳春」: 太阳正高挂在西方的天空中。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west、south 和 east。 

这里要等一会。 

巨木 -  

    这里是一处巨木，人迹罕至，也不知道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 

 

这里的景观无限壮丽，你可以欣赏(look view)一番。 

    「阳春」: 太阳正高挂在西方的天空中。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west。 

不知不觉，你竟跟到了一处不知名的所在。 

 
异族奸细可能在西面略低的地方。 

林间小道 -  

    这里是一处林间小道，人迹罕至，也不知道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 

 
这里似乎有一条小道通往林间小道。 

    「阳春」: 一轮火红的夕阳正徘徊在西方的地平线上。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ull、northeast、up、southdown 和 xiaodao。 

找到以后，战斗 

奸细怕招来大队宋军，不敢全力施展，你挣脱对手的束缚。 出现这句，是

你中了npc的busy，系统帮你自动解除。在副本里最多被busy 10秒。 
杀完之后 

林间小道 -  

    这里是一处树丛，人迹罕至，也不知道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 

这里有个出口(chukou)通向别处。 

    「阳春」: 夜幕笼罩著大地，四野渐渐沉寂。 

    你可以看看(look):chukou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southdown、southeast 和 xiaodao。 

    二件黑色披风(Heise pifeng) 

    钢刀(Blade) 

leave，回到韩世忠处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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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任务注意事项 

 奸细不会被busy，也不能被一招晕。 

 奸细大约等于你经验的80%，技能也是full满的80%， 

 奸细高攻击。 

 奸细气血等于你的一半，不多也不少。 

 奸细可能出现2-4个，但是杀死至少一个就可以回韩世忠处交任务， 

 杀死全部奖励最高，不过基础奖励也不会差距太大。 

 任务假死，副本模式，你无法回去捡到尸体的物品，请任务时不要携

带贵重物品。 

 和萧峰任务共享奖励函数和cd计算公式。即在任务cd中，不能接萧峰

或韩世忠任意一个。 

 只有奸细出现的地点可以leave，如果放弃任务只能quit leave. 

 对于主打busy和一招晕的门派不太适应。 

 datan只要同名同区域即可。 

 郊外小路向北走十步，或者未杀1个奸细主动leave，ask han finish也算

任务失败要扣经验。 

 look jianxi，可以看到奸细的轻功判断，奸细哪个门派的。 

 奸细名字加入了随机拼音，方便玩家具体杀某一个奸细，当然jianxi和

yizu jianxi的id也保留下来了 

 副本内解busy只存在于战斗中被busy的状态 

 奸细达到4个时候，第四个会随机走一步，如果发现了3个奸细，那有

可能一格以内有另一个奸细；如果发现了一个奸细，又没出口，那肯

定是另有3个奸细在周围一格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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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人以上可能出现某个奸细是双面间谍，可以ask jianxi about 反间。如

果不是双面间谍而废话的话，可能导致1秒的busy。 

 有1/4概率进入后传送到奸细旁一格。 

3.15 公孙止 

绝情谷门下弟子屡屡失踪，为了调查弟子们的去向，绝情谷谷主公孙止现停

留在武当山附近，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3.15.1 任务要求 

至少30级。 

3.15.2 任务领取方法 

向公孙止打听「任务」或「job」即可。 

3.15.3 任务地点 

图片任务，NPC就在图片地点，不移动 

3.15.4 提示 

命令chakan，查看伤口 

看完伤势以后，判断门派 

到下一步固定地点，npc给出下一个npc的位置 

找NPC，杀死（假死）。 

npc不会被busy，短时间内连续击中npc伤害增加 

3.15.5 其他 

公孙止任务500次以上，会随机给提示，ask gongsun about 阴阳倒乱刃，无

互博，并且先天悟性超过20点 随机学到阴阳倒乱刃。 

3.16 铁掌帮剿匪 

3.16.1 任务背景 

南宋末年，盗贼四起，朝廷四处征剿，然收效甚微。土匪或独占山头，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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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河湖，为害一方，动摇国本。 朝廷外有敌寇之忧，内有盗贼之患，处于风雨

飘摇之中。 

值此生死存亡之秋，一代少林高僧，达摩院长老渡开（开个玩笑，是渡月）

奋然下山，出任临安府缉盗总捕头。统领江湖豪杰，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剿匪大

业。不过半年，天下盗匪清剿过半，渡月名震天下。唯有铁掌帮根深蒂固，帮主 

武功高强，加上五指山险峻无比，机关重重，屡次进剿，皆以失败告终。渡开夜

不能寐，头发掉光（嘿嘿），遂向江湖广发英 雄贴，勿论武功高低，但凡愿为剿

匪出力者，都请到五指山下聚集，择日攻山，一举消灭铁掌帮。 

3.16.2 任务简介 

任务分为一条主线和四条支线： 

 主线：攻山 

任务开始后，主力队伍分别从五指山的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上

山，目标是在中指峰顶回合。 路上会有土匪阻路，也会有厉害的机关攻击玩家。

这是一条比较危险的道路，需要高手参与。玩家一定 不要只身前往，任你神功

盖世，也是死路一条。充足的伤药，优质的盔甲和极高的轻功是踏上这条剿匪 之

路必不可少的条件。杀死所有土匪后，可以震开大门(break 内力点数)，继续挺

进。 

 支线一：阻援 

铁掌帮在各地都设有分寨，听闻总部有难，纷纷派兵支援。新手玩家可以伪

装成为土匪，在山脚下劝(quan) 他们回去。如果援兵到达战场，土匪的攻击力会

大大增加，主线任务更加危险。如果增援土匪最终到达山顶， 任务最终奖励降

低。此任务可以不战斗，适合新手。 

 支线二：卧底 

铁掌帮机关重重，威力巨大。主线任务如果硬闯，凶多吉少。玩家可以向帮

主的大哥套近乎，获取信任。信任 越高，就能操作越高级别的机关，避免强攻。

此任务需要熟悉地图，并且有一定的战斗能力的玩家。胆大的奸细还可以在战斗

时偷偷打开大门，甚至可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让剿匪大军快速通过。 

南侠wiki  第583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支线三：灭火 

土匪的烈火车十分厉害，一旦发动，数丈之内都是大火。而且这火一旦被沾

上，寻常的水都无法扑灭。幸好朝廷 早有准备，派了道鸟禅师准备了大量物资

灭火。去问问道鸟吧。提示，水桶的用法pour 水量 on ID.一桶水有2000 单位的

水。 

 支线四：大沼泽 

在五指峰中有一片神秘的大沼泽，据说从来没有人知道它的真面目，也从未

有过地图面世。大沼泽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主线任务和支线任务一，三，四都是在任务开始后才有的，支线二则应该提

前开始，积累信任，做好准备。 

3.16.3 奖励 

剿匪奖励丰厚。五路进攻队伍都达到终点后，可以进入宝库，宝库内有着难

以想象的巨大财富。 

 杀死土匪会获得经验和潜能的奖励 

 支线任务一可以获得丰厚经验，潜能和黄金的奖励 

 支线任务二可以获得丰厚的经验潜能奖励 

 支线任务三可以获得丰厚的经验潜能和黄金的奖励 

 支线任务四可以获得丰厚的黄金奖励 

3.16.4 难度选择 

剿匪任务共有四种难度，在渡月处输入select可以选择。分别是：贩夫走卒，

无畏勇士，大义侠客和超然宗师 。 

其中前两个难度是假死，后两个难度是真死。注意所谓的假死只有在大门的

房间才有效，在其他的和平房间里如果死掉，是真死。比如在昏迷前跑到其他房

间，死亡，就是真死。或者中了毒后离开五指山，毒发身亡，也是真死。 

贩夫走卒难度下只需要打通两条路就可以开启宝库。 

南侠wiki  第584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无畏勇士难度下只需要打通三条路就可以开启宝库 。 

大义侠客难度下需要打通四条路就可以开启宝库。 

超然宗师难度则必须打通所有的五条路。 

阻援任务只有在侠客和宗师难度下才有。 

3.16.5 时间 

剿匪任务每周一次，周六晚上九点开始。 

3.16.6 高级攻略 

3.16.6.1 假死 

剿匪有4个难度，按难度递增顺序分别是 贩夫走卒，无畏勇士，大义侠客，

超然宗师。侠客和宗师是真死，贩夫和勇士是假死。目前的选择基本是勇士，假

死。 死亡似乎还挺复杂的，因为各种各样的死法都有。所以对于“假死”，官方

特别给了解释: 其中前两个难度是假死，后两个难度是真死。注意所谓的假死只

有在大门的房间才有效，在其他的和平房间里 如果死掉，是真死。  

1) 如果你是奸细，你在开门的时候有被揭穿的风险，这时候土匪会叫杀，

遇到这种情况，镇定，如果自认为很强，迅速退一格or quit;如果较弱，

站着不动，好好享受死亡的快感，这时是假死.最忌讳的是被打得重伤了

还瞎跑，最后死在外头，一般是真死! 

2) 如果遇上星宿的，经常中毒，那个毒很厉害，这个我没有测试过到底中

毒死了算不算假死(Asnake估计知道).不过可以把存档点设在扬州客店，

中毒快不行了，quit，relog，到bwc反省去吧.总之，剿匪目前的勇士难

度奸细基本是安全的，所以有事没事大家都做做投名状任务.关于投名状

任务，请help task-toumingzhuang。这个任务奖励不错，适合0exp到30M

的玩家。 

3.16.6.2 投名状 

剿匪有一个主线+三个支线+大沼泽任务.目前多数新手or低exp手做的主要

是支线任务中的”卧底”任务，也叫”奸细”任务，又叫”投名状”。 

 奸细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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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细在土匪面前是不会被叫杀的（自己人嘛），所以奸细们可以悄悄地开门

（open gate）或者关闭诸葛弩（close nu）.主线攻山时除了敌人(土匪，副帮主)

外，还有两个大的障碍:开门耗内力，诸葛弩busy. 其中诸葛弩特别危险，它的危

险不在于伤害大，而在于被他击中会被长时间busy（尤其是有四台诸葛弩的房间），

在busy过程中如果被帮主叫杀，很容易归西.所以奸细的作用就彰显了.可以说，

在现在这个剿匪年代，没有人开门时无所谓，但没有人关弩是万万不行的.烈火

车就像毒药，不停地降低有效气血。  

 怎么做奸细? 

首先请看官方帮助，help task-toumingzhuang 要加入铁掌帮，到裘千丈那ask 

qiuabout join就行了. 奸细要积累信任度，需要向裘千丈要任务，也就是所谓的”

投名状”任务. 这个任务类似门忠任务，完成就奖励经验，潜能，信任度和钱，

失败就扣少量的信任度，经验，潜能。信任度做到10000就不能要任务。这个任

务会得到负道德。正派的玩家要注意一点。  

 投名状有哪些任务? 最简单的有:杀某npc拿首级回来，找藏宝箱. 比较

难的有两个：抢美女和劫镖！ 

 抢美女：裘会告诉你某处有个黄花闺女，长得虽然没有天鹰骚，但

他特喜欢，叫你去抢来，你到指定地点hit beauty girl，这时候会跳出

一个直接叫杀的保镖，我的感觉是这个保镖copy你的exp，门派随机，

遇上日月的就烧香吧…这个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比hyd还危险，最好

有好的busy，因为死亡都是真死，而且npc都是直接叫杀的。如果搞

定保镖，再hit beauty girl，她就开心的晕倒了（终于有人要了），你

抬去给裘就行。 

 劫镖：裘告诉你老秃最近推车太勤快，让你去踢个场，有伙计在预

定的地方等你，你去那地方，等镖车出现（有提示），rob biao dui，

跳出两个镖师，这两个人好像也是copy你的exp，也是门派随机，绝

对的危险。搞定这两个人，再rob biao dui一次，拿着花红回去交差。

这个很难，所以估计有什么技巧吧，大家挖掘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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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宝箱：顺便提下这个。这个任务很简单，找到，拿回，交差。烦

人的是有时候告诉你的地点很模糊，比如在紫禁城、洛阳、泉州等，

很难找，建议用遍历的#step。 

 杀人。杀的都是正派人士，奖励相当丰富，缺点是资源有限，很多

人一起做的时候就没人可杀了。很容易。 

 信任度怎么用？ 

有了信任度后，就可以在不攻山的时候随便上山溜达，熟悉地形。 说了奸

细可以开门，关弩。但是每开次门或关次弩都要扣一定的信任度。我只知道大致

的数值，其他人补充：有帮主在的房间，开一次门要500的信任度，没有帮主在

的房间好像是100/门。关弩估计消耗500的信任度。所以大家算计着信任度怎么

用吧.开门，关弩后会得到一定声望奖励。 *风险 前面说了，开门有一定几率被

发现，这时候信任度清零，很可能被叫杀，遇到这种情况，逃，quit，等死，大

家自己选择，反正假死。被发现的概率还在调整中，但肯定和福缘有关！总之，

奸细是一份很刺激的职业，目前奖励很丰富，大家都来参与吧！！！！  

3.16.6.3 主攻 

3.16.6.3.1 战前分析 

5条线，从左到右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因而有五指之名。 一

年（hhqz）对路线是最熟悉的，研究最多的，希望他来说说。其实大家平时做奸

细任务有屁点信任度都可以上山去走走，多走几次就熟悉了。  

基本数据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变动）： 

◾拇指峰1：12个帮主（2dl+2dl+2ry+2ry+2ry+2xx），山顶是xx把守有2台诸葛弩，其他有4个房间

各有3台诸葛弩，土匪数量少，等级低。 

◾食指峰2：12个帮主（2dl+2xx+2ry+2ry+2ry+2xx），山顶是xx把守有2台诸葛弩，其他有5台4台6

台3台诸葛弩的房间各一个，老秃峡只容一人通过，诸葛弩特别多。 

◾中指峰3：10个帮主（2bt+2ry+2ry+2ry+2xx），山顶是xx把守有3台诸葛弩，其他的房间都只有1

台或没有诸葛弩，线路很短，土匪等级很高，中间有些辅助资源。 

◾无名指4：14个帮主（2bt+2ry+2dl+2xx+2ry+2ry+2xx），山顶是xx把守有2台诸葛弩，其他有4

个房间各有3台诸葛弩，线路特别长，简单迷宫。 

◾小指峰5：12个帮主（2bt+2dl+2ry+2ry+2ry+2xx），山顶是xx把守有1台诸葛弩，其他房间最多2

台诸葛弩，路线一般长，简单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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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障碍、特点、克服建议： 

房间数：也就是有土匪的房间的数量，也就需要开门的房间数，房间多，需

要花时间和内力开门。解决方法：如果有大量的奸细，可以克服房间数量对剿匪

的影响。如果奸细数量不够，考虑把奸细都用在有帮主房间上，避开帮主；当然

如果有很好很快的对付帮主的团队，则建议把奸细用在小房间上，快速通过琐碎

的小房间。  

诸葛弩和烈火车 

烈火车我没什么体会，其他人补充。关于诸葛弩，体会深刻，不仅会打你的

气血上限，还会长时间busy你，这样导致我方不能很好的出pfm或者逃跑，如果

帮主此时叫杀，很危险。解决建议：还是奸细，用大量的奸细来关弩，不过可能

性太小，因为关弩消耗的信任度挺多的，一般一个id关2个房间的弩顶天了。猜

测关弩消耗的信任度和房间的弩数量有关，弩多就消耗多，猜测一个100（我纯

属瞎猜）。在奸细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建议关弩多的房间，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留着奸细关山顶的弩。因为山顶都是由xx看守，一被弩busy，就非常容易被

chousui，xx很流氓…多说几句，个人认为现在的瓶颈主要在关弩上，宁愿用内力

开门，也要留人关弩。  

帮主和土匪 

 土匪就是跟班，在没有帮主的情况下杀起来很快，但是在数量多时，

不建议群杀，最好一个个杀。在有帮主的情况下，我现在的理解是先

把帮主杀了或者至少busy住，因为帮主会叫杀，尤其在土匪数量少于

一定值时开始叫杀。所以还不如一开始用hit的方式把帮主搞定。帮主

就是exp等级很高的npc，估计强的有100M+的（中指峰）。会叫杀，杀

伤力很强，很难被busy或者一招晕，气血巨长无比。 

 土匪门派分析：Npc从山脚向山顶越来越强。土匪有4个门派的星宿xx、

日月ry、大轮dl、白驼bt。其中bt最弱，一方面他们都被安排在山脚较

弱，一方面本身没有太厉害得招式。dl和ry很强，ry很容易打掉手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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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所以建议做好拿放weapon的alias，当然小心日月帮主的一招晕，

dl的五衰打气血很猛，还有就是火焰刀，发现心绞痛还不如让他们杀死

你呢。xx是最强的，他们可以chousui，不论帮主，小兵命中都很高，

偶尔和你推火墙，一次帮主丢个火球，我就晕了（3.5w气血），而且xx

还会让你中毒，中毒很烦，一直掉精神和气血上限，做个path赶紧找平

一指去疗伤，其实建议玩家在剿匪开始前就定一个平一指，然后由天

龙的米随身带着，没用时打晕，有用时liao醒。要对付这些土匪帮主就

涉及到整个团队的配合，后面再说吧。 

 内力：旷日持久的剿匪需要大量的内力。关于内力无非开源节流。开

源：带上一堆人参、百草丹、yulu，也可以到zgbl那买五仙大补酒，这

个酒可以full内力，但有3min的cooltime，如果在3min中内喝，会晕倒。

剿匪前先double 内力，一些特别的门派可以先去吸大量的内力，这样

用起百草补酒更划算。节流：尽量省用hyd，天龙的可以busy住帮主后，

吸帮主的内力（其实纯属浪费时间，不过有一点是一点）。 

其他障碍 

无名指迷宫，很简单，不说。小指解密，很暴力，不说。食指峰的老秃峡，

这个峡每次只允许一个玩家通过，如果有奸细开门了事，没有就轮着上去疏通就

是。  

3.16.6.3.2 路线分析 

了解了主要障碍特点，我们再回来看看前面的基本数据，可以看出：  

◾拇指峰1最简单，土匪少，等级低，杀的快，不过诸葛弩不少，需要小心。 

◾小指峰5难度其次，诸葛弩特别少，解密不是障碍，路线略长。 

◾无名指4路线特别的长，帮主数量比一般的多2个，尤其有两个房间有xx帮主，诸葛弩也不少。 

◾食指峰2诸葛弩特别多，有个老秃峡，有两个房间有xx帮主，需要奸细，路线不短。 

◾中指峰3路线特别短，帮主也只有10个，但是帮主等级比别的峰强不少，很难，山顶有3台诸葛弩。据说

这个峰掉gem的概率特别的高！ 

在选择勇士难度（只需完成3条线）的情况下，建议是先从拇指峰和小指峰

开始，剩下一个峰根据具体情况挑选。其中中指峰需要是主攻手都很强的队伍（有

炸弹等情况另当别论）。如果有大量的奸细，推荐走食指峰，关弩前行。否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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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去无名指吧。所以目前我推荐的路线是：拇指-〉小指-〉无名指-〉食指-〉中

指  

3.16.6.3.3 奖励情况 

剿匪作为多元性的任务，其奖励也是多样的，有人想要exp，那么尽量的多

杀npc，fish，无论剿匪成败都可以到duyue npc那ask 战功；有人想得到宝物，那

么尽量快速的完成任务，则需要尽可能的参与到团队中。  

这个不多说了，也没啥说的，做着做着就明白了。不过建议Jason给些江湖

声望的奖励！  

3.16.6.3.4 辅助资源 

◾五仙大补酒：补满内力，3mincooltime，贪杯必晕。 

◾震天雷：没用过，待更新。 

◾防弩硬甲：防御诸葛弩的宝贝，不知道怎么拿，据说在大沼泽里。 

3.16.6.3.5 配合模式 

目的:最快速度清除障碍，打开宝库.目前分两步走吧:一，完成;二，速度。 这

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需要团队的分工配合。  

3.16.6.4 alias 

◾拇指到小亭1t：wd;wd;wd;wu;wu;wu;d;sd;sd;sd;sd;sd;s;s;s;s;sd;sd;sd;sd;se;s;se 

◾小亭到拇指t1：nw;n;nw;nu;nu;nu;nu;n;n;n;n;nu;nu;nu;nu;nu;u;ed;ed;ed;eu;eu;eu 

◾食指到小亭2t：wd;wd;wd;wu;wu;wu;d;sd;sd;sd;sd;s;s;s;s;sd;sd;sd;se;sd;sw 

◾小亭到食指t2：ne;nu;nw;nu;nu;nu;nu;nu;n;n;n;n;nu;nu;nu;nu;u;ed;ed;ed;eu;eu;eu 

◾中指到小亭3t：sd;sd;s;s;s;sd;sd;sd;sd;sd;s;sd;sw 

◾小亭到中指t3：ne;nu;n;nu;nu;nu;nu;nu;n;n;n;nu;nu 

◾无名小亭4t： 

ed;ed;ed;eu;eu;eu;d;sd;sd;sd;s;s;sd;sd;sd;sd;sd;sd;sd;sd;s;s;s;s;s;s;sd;sw;sd;sw 

◾小亭无名t4： 

ne;nu;ne;nu;n;n;n;n;n;n;nu;nu;nu;nu;nu;nu;nu;n;n;n;nu;nu;nu;u;wd;wd;wd;wu;wu;wu 

◾尾指到小亭5t：ed;ed;ed;eu;eu;eu;d;ed;sd;sd;sd;sd;sd;se;se;sd;w;sd;sw 

◾ 小 亭 到 尾 指 t5 ： ne;nu;e;nu;nw;nw;nu;nu;askdao shi about 土 匪 ;break 

gate;nu;nu;nu;wu;u;wd;wd;wd;wu;wu;wu 

◾小亭到bwc tbc：sd;sd;sd;sd;se;e;ne;n;ne;nw;n;n;n;n;n;n;n;n;n;n;se 

◾bwc到小亭 bct： nw;s;s;s;s;s;s;s;s;s;s;se;sw;s;sw;w;nw;nu;nu;nu;nu 

◾gt：get tufei 

◾gd：getdurer npc 

◾dt：drop tu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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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rop durer npc 

◾kt：kill tufei 

◾kd：kill durer npc (注意是durer npc，不是kill durer！！！！) 

◾hd：hit durer npc 

◾ktf：uw all;kill tufei 1;kill tufei 2;kill tufei 3;kill tufei 4;kill tufei5;kill tufei 6;perform 

blade.daoying 

◾ac：ask ping about cure 

◾gp：give ping $* 

3.16.6.5 基本策略 

事先说明，这是我针对目前的状况提供的用兵之策或者说是还是个没有实现

的设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妙招，我的仅供参考。  

无论策略如何，在我看来关键都是4个字：分工明确。 火力手就是主攻，不

要管开门的事；医生就是医生，不要exp不要乱跑；奸细就是奸细，不要战斗。 具

体到对付敌人，我的思路如下：  

1.工兵关弩； 

2.突击手晕帮主 

3.力士搬人 

4.火力手杀土匪 

5.医生疗人、后勤兵开门捡尸给药给武器 

6.食尸鬼灭帮主。（我喜欢《狼群》） 

所以，我的团队至少有这个角色：工兵、突击手、力士、火力手、医生、后

勤兵、食尸鬼。一个id可以同时充当多个角色。比如一个好的奸细，可以同时是

力士、医生、后勤兵、工兵。  

角色说明 

 工兵：职责在于清除敌方军事障碍：诸葛弩。必需是奸细，要有1000

的信任度，在遇到多弩的房间负责关弩，信任度消耗完后自动转换角

色为”力士”或者”后勤兵”，也可以兼做这两种角色。 

 突击手：职责在于晕帮主，需要会飞花、刺穴等高命中一招晕的队员，

最好exp超过100M。因为这些一招晕一般是exp判定，所以exp越高越安

全。突击手在工兵关弩后，率先上前打晕帮主。这里要特别注意：帮

主在刚开始土匪较多时，不会叫杀，所以建议用下列指令：hitdurer npc; 

perform…;halt;（如果busy，要多次halt） hit指令不叫杀，立刻halt，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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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无所谓，没命中，也不会被帮主继续pfm。一般出招后（无论是否命

中），自己有1~4s的busy，这时候土匪叫杀，危险性小，狂敲后退指令，

退回安全区。突击手最好有三名，不过就算1个也行，就是慢点。如果

有两个，可以考虑事先分好工，一个hit durer npc 1;一个hit durer npc 2。

另外，wd等有好busy的高exp玩家也可以充当突击手或者辅助突击手。

因为busy功夫尤其wd chan的自身busy和cooltime都特别短，很好连续出

busy或者失败逃跑，这样一招晕的突击手就安全多了，因为有时候没

有halt住，帮主来个cixue、五衰什么的，就bye了！如果busy住了，失

败也不怕帮主反击。不管怎么说，突击手就是敢死队，尽量轻装上阵，

这样尸体也不用费劲捡。 突击手在内力充足的时候，可以兼做火力手。  

 力士：职责就是搬人，要求臂力大些，轻装上阵，最好是奸细。突击

手打晕帮主后，会给出信号（act频道的黑话），力士上前捡晕的帮主或

者土匪，做好前面说的alias，捡人后就往bwc运，bwc会有食尸鬼等着

杀人，丢了人就回来继续搬人，如果没人搬了就到bwc和食尸鬼一起fish。

一般力士要2~3人，同时也可以是工兵和后勤兵。力士要注意的是：拣

人的指令要连续，这样不容易被busy在前线，当然如果是奸细就安全

了。 

 火力手：职责就是剿灭土匪，主要杀伤的输出者。在突击手搞定帮主

后，可以立刻上前，输出伤害！杀个爽吧！火力手要注意内力的分配，

身上带好补充的药品。一般不要参与开门。火力手有好的busy和一招

晕，可以兼做突击手，但最好有个大米搬忙扛东西。  

 医生：对伤员疗伤。一般是天龙的。极端一点，可以在剿匪前定一个

Dr. Ping，带在身上，没用时打晕了，有用时疗醒，带着给大家解毒。

做好人就做到底，顺便带点Gold给大家解毒用，哈哈！医生可以同时

作后勤兵和力士。 

 后勤兵：干些杂务，虽然是小事，但很重要！在火力手清理完战场后，

后勤兵负责break 1000开门；如果有人死在前线，后勤兵立刻上前捡尸；

开战前队员可以把一下药品和武器交给后勤兵，在战时由他们给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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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备用武器。后勤兵可以兼做医生、力士。另外后勤兵可以时时

公布现在所在的路线，比如在哪个峰，方便力士回返。  

 食尸鬼：在bwc等候杀晕的帮主或者土匪。需要是有一定杀伤力，否则

半天杀不死个帮主，一醒，就嗝屁…食尸鬼也可以是空闲的火力手和

突击手，最好主动做力士，做好alias。 

总结一下：上面给出了几个角色的职责都是建议性的，并不是束缚某个角色

只能做什么，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门派属性特色可以多想想自己能做什么，只要不

闲着就行了。  

再熟悉一下流程 

 后勤兵开门，如果后勤兵被砸晕，医生疗。 

 看到门开后，如果是弩多的房间，工兵上前关弩，发信号A。 

 突击手接到信号A后上前线，hitdurer npc；一招晕；halt；退回，搞定

两个帮主后发信号B。 

 力士和火力手接到信号B后上前线，力士捡帮主到bwc，火力手开杀。

火力手不济时退回让医生疗一下，或者解毒，换武器等等。准备好再

上。力士时刻来回走动捡人，捡到土匪就往bwc运。 

 食尸鬼在bwc收到力士的礼物就开杀，杀，杀，杀！没人杀了，上山做

做力士或者火力手。 

 土匪搞定后，后勤兵再上，开门，医生上，疗人。 

 如此反复推进！  

其他tips 

 如果遇到没有帮主的房间，火力手直接冲上围攻即可。 

 如果奸细较多，可以用来开门，最好用在开大房间上。 

 老秃峡可以由火力手轮流上去！最好是由奸细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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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钥匙的人一定记得要把钥匙插入门内。 

奸细能做什么？ 

奸细的信任度在工兵角色上很快就会用完，那还能做什么呢？奸细最大的特

点是不被叫杀！缺点就是不能break 门。所以奸细在做完工兵后，就可以做力士，

后勤兵，医生，食尸鬼。你们可以帮忙搬人，可以帮忙break门（先hit 过土匪），

会疗伤的帮忙疗疗伤，杀伤力够，可以到bwc杀杀土匪和帮主fish些exp。  

3.16.6.6 奖励分配 

其实这个完全是要靠大家协调，毕竟能进到宝库的只有少数的火力手。所以

我在此仅仅给些建议： 开第一个宝库门，有奖励，建议给突击手，因为他们的

危险性很高。当然突击手自己做好alias快速开门。 火力手和食尸鬼都会有较多

的exp奖励，但是火力手功劳大些。 工兵、力士、医生、后勤兵都基本没有exp

奖励，所以分配宝库奖励时请分出宝物给他们。 宝库的东西：火力手和突击手

应分到大头。  

3.16.6.7 队长和黑话 

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忘了——队长。 一般一个团队会自然产生或者选出一

个领袖，没有人愿意的话，可能医生有责任来做。  

队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召集报名。提前召集大家在预定的频道报名自己愿意

充当的角色，就像保卫报位置那样，适当的调配使每个角色都有人来充当。 第

二件事：指挥，预先和大家讲好攻击的路线，策略，做好各种约定。战时出意外

时，果断给出指示。 第三件事：分配宝物。队长应该有这个权威！  

Jason提到过黑话，我觉得很必要！ 简明的沟通能大大提高效率！！比如信

号A：gnd=guan nu done 表示关弩成功，突击手上。gnf= guan nu fail，另外一个

工兵上。信号B：dy1=durer 1 yun 第一个帮主晕，dy2 第二个帮主晕，力士门上，

火力手上！再比如，医生事先做好triggers并提前告诉大家（做成西门吹牛那样的

nick最好），有人需要疗就直接tell触发。还有五指mz，sz，zz，wmz，wz等… Km=

开门，br=搬人，go=杀，zl=治疗，dan=给百草，rs=给人参，dao=给刀，jj=给剑。。。  

另外建议Jason：帮主土匪都经常会回血，是不是应该也给玩家一次死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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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奖励的优惠？  

3.16.6.8 大沼泽 

大沼泽没什么好说的，光着身子去走几圈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算了，还是说

几句…  

给我个去大沼泽的理由! 

理由一：大沼泽深处有个秘密宝库，里面有震天雷，据说对剿匪大有帮助。

所谓雷，就是用来雷人的，据说找个人当董存瑞上去一雷，可以大大伤害当前房

间的所有生物(NPC+player+宠物+wiz?)的气血上限，据说可以达到50%以上.还在

调整中….只有剿匪开始后，秘密宝库才可以进去。  

理由二：Exp 50w-50M的Player到大沼泽打怪有exp和pot的奖励。大沼泽有两

种怪，一种是水蟒，一种是闪电貂。每个房间怪的数量不等，1~10都有，强弱也

不等。遇到等级高于或等于你的怪，杀之，有奖励exp和pot，如果你50M+进去

肯定没有奖励。我曾经遇到杀一个怪奖励4.8K，一个房间7~8个的话，比hyd快多

了…  

理由三：赚钱。水蟒和闪电貂身上有蛇胆和貂皮，杀之，取得，卖了，Gold

花花的来。但是蛇胆和貂皮的价值与怪的强弱有关，越强的怪，越值钱，好像可

以到10gold+每个，最差的有10silver+的。（扯些别的，那天Jason开放大沼泽，发

现很好赚钱，于是2天赚了将近1wgold，觉得累，就想有没有bug利用。发现当铺

特别黑，所有的蛇胆和貂皮不论你卖给他多少钱，他都以19gold+的价格对外卖，

我想这样好啊，我把蛇胆往家里store估计就升值了，谁知道，不论原来价格多少，

存入柜子都变成80silver的…kok Jason…不过这样还是有利可图，每次搞来的货

物，都去value一下，低于80silver就去store，不过为这点小头费劲不值得。）  

大沼泽迷宫怎么走？ 

大沼泽是个随机的迷宫，感觉有大更新和小更新，小更新是更新怪，大更新

是更新地图。不管怎么变入口总是在西边，出口总是在东边。（我发现玩mud后，

我真实生活中的方向感特强。）所以走迷宫时，就一个劲往东走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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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沼泽有点麻烦！ 

沼泽难免会陷落，如果掉进去，得让队友pull，所以有人结伴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最烦人的是，经常旁人pull没有pull上还把自己给搭上了。所以我的建议是:

身上带个武器，天龙的就空手去飞花吧，其它的都不要带，掉到陷阱里就quit。

再回去捡战利品就得了。不知道这里陷落出现的算法，总之在一个房间里尽量待

短时间，似乎待超过一定时间就陷落。  

杀怪要注意? 

水蟒有一招非常的流氓，把你缠住一直busy，它似乎没有cooltime，总之缠

住后你想quit不行，只能等到它手下留情不缠了或者被杀死了或者掉到沼泽熏死

了…闪电貂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 在这里杀怪用hujia-daofa是不合适的，只要有

一只水蟒缠上你，你就烦死了。最简单快速的方法是用hit+halt。一只一只的hit

到死。听起来很辛苦，如果你有一招晕那是最好的，尤其是飞花那样叫杀的。

Hit monster;feihua;halt 这些Monster没有晕的概念，所以晕就是死。杀怪非常快

速！ 其实还有更快捷的方法，保密保密！哈哈！  

行走 

遇到怪并不一定都要杀，可以走开，但是会有busy，所以很不爽。理论上是

有方法在沼泽中安全行走的，应该是用道鸟npc那的大木板，不过我没有研究出

来，提示太少，没法解密。 

3.17 甲午海战 

【任务简介】： 

任务要求经验大于250K，在3M经验之前，每250K有一次机会，3M之后不

限。3M之前奖励经验、潜能和声望，3M之后只奖励声望。 

每250K经验只有一次海战机会。比如你在240K参加了一次海战，将直到exp

增长到250K+之后才能获得下次海战机会。 

任务背景是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玩家控制战船出征，击沉日方所有船只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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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 

【任务时间】： 

利用bwcx命令查看。如果今天是１２点开始，那明天就是２１点开，后天

又是１２点开始。也可理解成２天一个周期。 

【任务介绍】： 

中方一共有2艘战船：广乙、济远；日方有3艘船，根据参与海战玩家的数量

分别出动1-3艘。 

一艘船有5个炮仓，1个驾驶室。有3个玩家参与的角色：开船、开炮、救火。 
在炮仓和驾驶室里 l directions 会随时看到操作说明。 

【任务提示】： 

3) 炮弹不够，自己去牙山南边找走私的黄毛鬼购买。 

4) 上船的地址在牙山的海边基地。 

5) 任务结束后，需要把军舰开到海边基地方能下岸。 

6) 如果炮仓中弹而起火，会蔓延到其他炮仓，需要尽快救火。 

【开船】： 
驾驶室操作方法： 

qimao: 起锚出发; 

paomao:抛锚停船; 

movee: 驾驶船只向东（右）行驶； 

moves: 驾驶船只向南（下）行驶； 

movew：驾驶船只向西（左）行驶； 

moven：驾驶船只向北（上）行驶． 

jiuhuo:救火. 

view ：浏览海域．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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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船只(闪烁的是本船位置)； 

■ ：日方船只 

★: 炮弹落下的位置（５秒种后会自动消失） 

船只由完好无损到沉没颜色分别表示为：绿黄黛白粉红蓝 

 

【开炮】： 

炮舱操作方法： 

aime: 将炮口瞄准点向东（右）移动； 

aims: 将炮口瞄准点向南（下）移动； 

aimw：将炮口瞄准点向西（左）移动； 

aimn：将炮口瞄准点向北（上）移动． 

load: 将炮弹放入炮膛． 

fire: 开炮． 

reset:炮口瞄准点复位（回到海域中心) 

check:得到船体损害情况． 

jiuhuo:救火 

view ：浏览海域． 

图例： 

▲：中方船只(闪烁的是本船位置)； 

■：日方船只 

¤: 炮口瞄准点(闪烁) 

⊙: 炮口瞄准点与目标物体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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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口瞄准点超出海域范围 

★: 炮弹落下的位置（５秒种后会自动消失） 

船只由完好无损到沉没颜色分别表示为：绿黄黛白粉红蓝 

 

【救火】：船舱如果提示被击中，则输入 jiuhuo 指令，救火。 

3.18 万安塔任务 

元朝末年，朝廷派汝阳王府赵敏入江湖，妄图控制中原武林。赵敏则广发英

雄帖，邀请各路英雄前来万安寺闯塔，凡过关者，便可招做入幕之宾，享荣华富

贵，但据称塔内机关密布，更有赵敏亲自训练的一批精通中原武功之士层层把守，

而破塔之事更加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阴谋。为了揭穿此阴谋，保卫中原武林，各路

豪杰不顾生死，纷纷前来……..  

3.18.1 任务要求 

至少1M经验。 

3.18.2 任务开始方法 

在万安塔下ask ke about 进塔。 

3.18.3 任务模式 

玩家进入万安塔，即开始任务。万安塔一共七层，难度随层数递增。奖励也

会随之增加。第四层最多2个武士，第五层最多5个武士，第六层最多7个武士，

第7层最多9个武士。但每层依然有几率只刷新一个武士，从第四层开始如果此层

刷新了一个武士，那么下一层只刷新一个武士的几率便会大大增加。想赌一下的

玩家可以尝试。玩家在每层打完之后，便可用jiangli来查看自己当前可获得的奖

励。如果不想继续，则在战斗结束后，qiao luo即可退出任务。 

任务CD为15分钟，每上一层减少两分钟，一旦死亡，CD则变为15分钟。第

六、七层成功后的CD时间单独计算。 

3.18.4 任务奖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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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务奖励声望、潜能、经验。玩家每过一层，奖励便会以级数倍递增，闯

过第七层会得到一个宝盒，并又几率奖励一级武功。但是如果挑战失败，玩家不

但得不到奖励，还会被扣掉应该同奖励值的声望、潜能和经验。从第六层开始，

惩罚会大大减少，只相当于奖励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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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完全解密 

4.1 冰火岛 

4.1.1 简介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谢逊抢得屠龙宝刀后，本想挟持张翠山，殷素素两人乘船到一无人所在，静参宝

刀中的秘密， 
但老天作祟，三人流落到接近北极的一个荒岛，张与殷接为夫妇，且与被殷

素素射瞎双眼的谢逊化敌为友，在岛上相依为命。 

与此同时，小无忌诞生了。 

有幸者在冰火岛上可习得七伤拳。七伤拳共有七股不同劲力，或刚猛，或阴

柔，或刚中有柔，或柔中有刚，或横出，或直送，或内缩。因此也有七种绝招：  

■ 藏离诀：perform cuff.cangli，要求九阴神功120级，七伤拳120级。基本拳法120级。 

■ 催肝肠诀：perform cuff.cuiganchang，要求九阴神功120级，七伤拳90级，基本拳法120级。 

■ 精失诀：perform cuff.jingshi，要求九阴神功150级，七伤拳150级，基本拳法150级。 

■ 三焦齐逆诀：perform cuff.sanjiao，要求九阴神功200级，七伤拳200级，基本拳法200级，内力2000。 

■ 伤肺诀：perform cuff.shangfei，要求九阴神功60级，七伤拳60级，基本拳法60级。 

■ 损心诀：perform cuff.sunxin，要求九阴神功60级，七伤拳60级，基本拳法60级。 

■ 意恍惚诀：perform cuff.yihuanghu，要求九阴神功180级，七伤拳150级，基本拳法150级。 

七伤拳可以钻研(zuanyan)，读书时只需要500级基本内功，如要perform，需

要九阴神功，要求见上。到七伤拳400级以后，可以向谢逊要屠龙刀。第一次要

进谢逊身后的洞穴，需要解谜，基本给书上一致，注意谢逊所说的话。谢逊所在

房间可以睡觉，但是再进洞就要给他烤鹿肉。屠龙宝刀攻击力300，如果和持有

倚天剑的玩家战斗，刀剑俱断，可以得到易筋推脉图。修习易筋经需基本内功大

于500级，医术大于500级，经验大于1M，拿过屠龙刀。易筋经的功能有：  

■heal：疗伤。条件：易筋经20级，内力大于50。 

■powerup：提升战斗力。条件：内力大于200。 

■roar：狮子吼。条件：内力大于600，敌人自动开杀。 

■jingang：金刚不坏之身，提高防御力。条件：易筋经大于200级，根骨高于25，最大内力大于3800，

内力大于1000。 

七伤拳很是霸道，学到高等级时(400级以后)，反于身体不利，见人便杀。

由于目前只有峨嵋派弟子才能得到倚天剑，所以跟峨嵋派美眉搞好关系才是正道！

七伤拳与易筋经能够读到的最高等级与先天悟性、灵性、福缘都有关系，如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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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久也没有一点进展说明读到头了，抓紧时间干别的去吧。 

4.1.2 冰火岛简明攻略 

1) 在泉州的大海边enter iceboat，上了冰山之后要一直n，否则到不了。经

过很久很久，终于到达了冰火岛海滩； 

2) 在冰火岛海滩{n;e;n;w;n;s;e;e}到冰火洞(连走两遍)，可以见到张翠山夫

妇以及小时候的张无忌(称“谢无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调戏之； 

3) 从平原{e;e;w;n;s}到熊洞，bo shupi得到绳子； 

4) 在张翠山住的洞口，e到火山口，pao rope 得到火炬； 

5) 冰火岛沙滩下的树林{n;n;w;n;s;e;s;w;climb tree;kan shugan}做木排，前提

先有绳子； 

6) 在平原找到小鹿，kill 鹿，在冰火洞里kao rou得到烤鹿肉把烤鹿肉给谢

逊，give xie lurou和木排，你就可以进谢逊身后的洞里去读七伤拳谱了。 

7) 冰火洞到海滩路径｛s;s;s;w;e;n;nw｝，enter iceboat上冰山以后一直s可回

到泉州 

4.1.3 注意事项  

 在进入谢逊身后的洞后，没有出路，如果想要出来，只能quit之后relogin。 

 第一次进洞要给谢逊木排，以后去读七伤拳谱只给烤好的鹿肉就可以

了。 

 读七伤拳谱要注意，如果级别超过了400级，会走火入魔，呈现发狂状

态(应该和患有狂犬病的小狗一个症状)，见人就k，见狗就咬LOL。 

 战胜心魔的方法：去全真校经房拿一本道德经，然后回家do 10 read shu，

一直到晕就可以了，七伤拳伤心脉的症状要找平一指医（提示精神气

血不断流失）。 

 可以向谢逊要屠龙宝刀，但前提条件是你的七伤拳级别至少400级。 

4.2 岳王墓 

4.2.1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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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所害之后，天下大乱群雄四起

欲为岳王一洗沉冤者众，人人都想置秦桧于死地而后快。秦桧日夜遭刺客袭击，

不甚其烦，花重金得十大高手和紧身宝甲作为防范，并龟缩在风波亭内躲避追杀。

而此时金兵又侵我大宋江山，时逢乱世，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宋子民都欲奋身报

国。岳飞生前所著之武穆遗书和其所用夺魄枪，也随岳飞殉难而销声匿迹，岳家

枪法也有随之而失传的危险，为此各方人士怀着各自的目的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

的寻宝之战。多年无休止的寻宝、争夺之后，藏宝的范围被最终锁定在岳王墓内，

邪恶之士采取了不顾一切地盗墓活动，未免武穆遗书落入奸人之手，正义之士也

只有以身犯险，力保遗书不失，与邪恶之士进行斗智斗勇。（你在其中想扮演一

个什么角色呢？）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你参与这个mud的时候已经在悄悄的

进行了！ 

岳家枪法 

■岳家枪法乃岳飞生前所创。岳飞生前身经数百战，其枪法也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岳家枪法杀伤力

极大，是武林中人均想学习的神奇枪法。 

■ 特殊攻击为夺魄连环perform spear.lianhuan，要求，道德为正，岳家枪法100级，内力高于500。 

 夺魄连环连环夺魄，一共有九式十八枪，当运用熟练之后最高可以连续进攻敌人18次！招招夺魄追魂，

令人闻风丧胆，但是要想学习岳家枪法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夺魄枪 

■ 夺魄枪乃岳飞生前所用宝枪，枪铺有仿制夺魄枪出售，杀伤力已经有100，至于真正的夺魄枪，其杀伤

力可见一斑。 

 要拿此枪，可是需要负道德的，毕竟是推开了岳王爷的棺椁从里面偷东西啊，道德败坏的说。 

紧身宝甲 

■ 乃秦桧身穿的宝物，防御力自然不低，但是要得此宝，十大高手不容易对付。 

4.2.2 任务前提 

负道德（找包问盗墓的事，然后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道德），并拥有至少

12把以上的白色铁锹。  

4.2.3 任务步骤 

 负道德找包打听，ask bao about 盗墓，给他100 gold，他就会告诉你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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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的方法(一劳永逸)。 

 kill盗墓高手获取铁锹。拿到至少12把铁锹（根据rp运气好与不好需要

9-14把） 

 走到墓后空地，dig 岳王墓，可以设置六秒钟dig 一次，具体的触发见

下 

｛dig 岳王墓｝ 【你像做贼般的挖了起来 】 ｛#wa 6000;dig 岳王墓｝  

【由于你连番的挖掘，铁锹在你手中竟然断成 】  

｛#wa 8000;wield tie qiao **｝  

【你挖了良久】  

｛#wa 2000;enter;#mess 挖通一层！;#add ceng 1;#wa 5000;dig 岳王墓｝  

【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终于挖通了地道】  

｛#wa 2000;enter;#mess 完成！;#add ceng 1｝  

【你内力已消耗殆尽，无力继续了!】  

｛#mess 没内力了！！！｝  

 挖通一层，你可以enter，再接着往下挖。 这时如果你没有enter ，仍

然继续dig 岳王墓，仍然会出现上面这句话，并且这句话每出现一次，

道德会减1000。 挖通七层以后，接着第八层就挖到岳王冢了。总共的

时间至少要半小时吧，需要有耐心。  

 进入岳王冢之后，就可以算成功了。如果你道德是正，可以watch 墙

壁（需要悟性要求。我悟性47进去学不成，应该是50），学得岳家枪法。

如果道德是负，可以push coffin，会得到宝物(夺魄枪 or 丹心诀 or 孙

子兵法)。  

 其他id可以follow 跟进去，但是最后进墓时会被使者踢出来，laf 。但

是可利用这点进入挖掘的墓道，找些任务npc，当然需要有人恰好要进

去的话。  

4.2.4 注意事项 

 道德：如果想拿宝物呢，道德是负的就好；如果想学枪法，道德需要

是正的，至少需要一万（越多越好，挖墓中会降）。 

 盗宝需要3000max_neili（读枪法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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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家枪法只能在墓中watch 墙壁来提高，不能练习。且读岳家枪法之

前要有一定的基本枪法的支持。 

 每次在岳王墓里呆的时间有限制，否则系统会说缺氧。。。具体多少时

间自己摸索。但是一般打坐学枪法一般不会出现没学满就退出来的情

况。也许低福缘高灵性上限更高。 

 基本枪法可以通过读枪法总诀提高 

 在扬州云台街的酒店沈千盅那儿买个老白干 

 到醉仙楼醉汉那里drink jiu(只需要喝一口，千万不要喝得自己晕倒，

否则不算)，然后醉汉会拿出万年醉出来给你瞧，你用list能看到可以

买万年醉，花10两gold买到万年醉 

 到云台街沈千盅那儿ask shen about 万年醉，把万年醉给他，沈千盅

就给你枪法总诀，能读基本枪法到121级。没给的话kill 重新再来一

次。 

4.3 侠客岛 

4.3.1 简介 

侠客岛是位于南海上的一处神秘岛屿。据说岛上有一个很是奇怪的组织。每

逢农历腊月处八，岛主都会派遣他的赏善罚恶使者出现江湖，“邀请”一些武功

高强的人到侠客岛去作客（喝腊八粥〕。而迄今为止，那些到侠客岛去的人大多

有去无回。故，江湖之中无论是光明磊落的大侠，还是做尽坏事的恶霸，一提到

侠客岛或是腊八粥，无不胆颤心惊。侠客岛的使者武功深不可测，就是武林中顶

尖的高手也经常在他的手上败下阵来。真不知道那个岛主的武功会有多么的高强。  

4.3.1.1 侠客岛主要人物简介 

1) 侠客岛岛主: 【不败神龙】 龙亦凡：侠客岛的岛主之一。其武功出神入

化，几乎无人能极。他一生中难得收徒，只是对那些悟性奇高且能自成

一派的人略有垂青。 

2) 侠客岛岛主: 【与世无争】 木剑封：侠客岛的岛主之一。武功与龙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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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伯仲，但却性如止水，很少与人争强好胜。只是由于对武学的迷恋，

经常与龙岛主切磋武艺。但是，由于二人性格迥异，两人对武功的理解

似乎总难吻合。 

3) 侠客岛赏善使者: 张三：侠客岛三代弟子。武功以臻化境。每月1，3，7，

11，14，15，18，21，25日，他都会现身江湖，与武功最高者比武论剑。

如能侥幸获胜，便可以拿到岛主特发的赏善罚恶令，并凭此令到侠客岛

一游。张三出现的具体时间(每月)，以 time 命令显示为准: 

■一日戌时五刻 

■ 三日戌时五刻 

■ 七日巳时五刻 

■ 十一日巳时六刻 

■ 十四日未时五刻 

■ 十五日申时七刻 

■ 十八日未时七刻 

■ 二十一日申时五刻 

■ 二十五日戌时五刻 

■ 每周五晚上10:00分 

■ 每周六晚上11:55分~12:05分 

4) 侠客岛罚恶使者: 李四：侠客岛三代弟子。武功以臻化境，且疾恶如仇。

杀人过多的武林人士当小心，此人偶尔会现身江湖过问不平之事。 

5) 侠客岛怪杰: 【长乐帮帮主】石破天：此人出生苦命，后由于种种机缘

巧合，当得长乐帮的帮主。其人虽不通文墨，但性直老实，心肠极好。

屡经磨难后，终能在侠客岛上习得一身本领。 

6) 侠客岛二代传人 妙谛大师：原为少林方丈，后因迷恋侠客岛武学，久

居侠客岛。一手侠客掌法出神入化。 

7) 侠客岛二代传人 愚茶道长：原为武当派的掌门人，后因迷恋侠客岛武

学，久居于侠客岛之上，其剑法功夫独步天下。 

4.3.1.2 侠客岛武学介绍 

 侠客神功(xiake-shengong) 

侠客岛之特殊内功。150级以前无法拜师学得，但在侠客岛的一处秘密所在可以自行修炼，而其修炼过程

极其凶险。如果不幸走火，内力、内功都会有所损伤。150级侠客神功是拜龙亦凡的条件之一。特殊招数：  

■yun powerup : 增强战斗力。 

■yun heal : 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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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 lifeheal: 疗伤。 

■yun qiankun : 乾坤倒转（制作中），要求侠客神功100级，使用成功可以使敌人的攻击反加在敌人自

己身上。 

 侠客身法(xiake-shenfa) 

侠客岛之特殊轻功。150级乃拜龙亦凡的条件之一。侠客岛上有一密室中藏有图谱。  

 侠客掌法(xiake-strike) 

侠客岛之特殊掌法。150级乃拜龙亦凡的条件之一。可在侠客岛上自行修得。可以与侠客拳脚互备。  

 侠客拳脚(xiake-quanjiao) 

侠客岛上的特殊拳脚，是唯一能激发基本拳脚的高级功夫，150级乃拜龙亦凡的条件之一。可在侠客岛上

自行习得。特殊招数：豪气干云，使用此招要求使用者要有浩然正气，并且阳刚之气越重越为厉害，长期

使用还会让使用者真正成为一名豪气干云的大侠客，要求侠客拳脚200级，内力大于500，道德高于50000，

并可以与侠客掌法互备：perform unarmed.hqgy target。  

 侠客刀法(xiake-daofa) 

侠客岛之特殊刀法：攻击力极强。 

特殊招数：[ 飞刀式 ] perform feidao target 要求侠客剑法150级。  

 侠客剑法(xiake-jianfa) 

侠客岛之特殊剑法：攻击力极强。150级乃拜龙亦凡的条件之一。可在侠客岛上自行修得。 

特殊招数：[ 飞剑式 ] perform feijian target 要求侠客剑法150级。  

4.3.1.3 拜师必读 

侠客岛上，只有岛主龙亦凡会收徒弟。但基本要求是自创门派，和四项侠客

武功均高于150级。侠客岛武功均不能练，只能通过读书或者拜师学得。令外，

作为龙亦凡的徒弟，如果其所创建的门派主动或被动地解散了，会被龙亦凡自动

逐出师门。  

4.3.1.4 岛上秘密 

 还灵水草：涨精涨气。 

 二十四间石室：可无止境地增长24项基本武功。 

 密室一：有石书《侠客行》，可涨xiake-strike和xiake-jianfa到150级。但

如入此室，或者读完此书或者完全放弃，否则无法出得密室。密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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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吃有喝，但不能睡觉。真想练成绝学，的确要有一定的恒心和毅力。 

 密室二：有侠客身法的图谱。可以读到150级。图谱无法带出密室，且

只能在密室内学习。 

 密室三：可修炼侠客神功。修炼过程中极其容易走火入魔，每次走火

内力大减，内功受损，真说得上是举步维艰。 

 侠客台：侠客岛的精华所在。在这里，玩家可以创建自己的门派。关

于自创门派的说明，请参看help 自创门派。玩家创建了自己的门派后，

就可以自由出入侠客岛而无需等待侠客岛使者每月四次的比武较量。

另外，这也是龙亦凡收徒的条件之一。 

4.3.2 上岛前 

4.3.2.1 获取赏善罚恶令 

赏善罚恶令是上侠客岛的通行证，由npc张三（zhang san）颁发。  

4.3.2.2 张三出现的具体时间 

用time命令查看到的每月：  

1. 一日戌时五刻 （20:00） 

2. 三日戌时五刻 （20:00） 

3. 七日巳时五刻 （10:00） 

4. 十一日巳时六刻 （10:15） 

5. 十四日未时五刻 （14:00） 

6. 十五日申时七刻 （16:30） 

7. 十八日未时七刻 （14:30） 

8. 二十一日申时五刻 （16:00） 

9. 二十五日戌时五刻 （20:00） 

10. 每周五晚上10:00分 

11. 每周六晚上11:55分~12:05分 

4.3.2.3 张三找人比武的规则 

张三每次来会优先找无mark(所谓mark就是张三找过你，你接(accept zhang)

了，并且打赢了)的id比武，如果有人accept张三的挑战，此次找人over，如果张

三找的id没有accept，15分钟后他会继续找下一个id，最多找三个id。5m+的id都

有机会，但是个人感觉起码8m+ 400+sk保险一点(打不过白白浪费机会，而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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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骂的哦)，找的id分两种情况： 

 有mark的id，不要accept，等他全找完再上岛去打(张三没找完，而有人

已经上岛和他打了的话，后面的他就不找了，这点要注意哦，上次有

个人被骂了。另外注意从找你到上岛拿令这段时间不要quit，不要死，

祈祷服务器不要重启)。当然如果找你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了那就没

必要浪费时间等他走了，accept就是。 

 没mark的id，看自己的情况有没有打赢的可能，没可能的最好别接(还

是不提倡浪费)。 

4.3.3 上岛步骤 

上岛之前把身上的钱全部存起来，拿令和读石壁都没必要带吃的，读侠客行

要带吃的。把赏善罚恶令带在身上，来到泉州最南边的南海海滨： “wave 

dahan;ask dahan about 侠客岛;ask dahan about 去侠客岛;enter boat”下岛后别往w

走，掉山谷(拿水草的地方)里会drop all才能上来，带的东西全没了嘿嘿。走s可

以到树林。  

4.3.3.1 拿令 

上岛以后，到树林然后s;e;e;e;s走到一个有path的地方，再w;w;n;n;w然后一

直向北走，然后到大殿找张三，accept zhang。这里有吃饭睡觉的地方，自己找

找。每回被张三找可以accept四次，而且中间不能quit，否则不能继续accept，每

次accept以后要等系统更新以后再accept下一次。还有点要注意：现在令的通行情

况是5小时mudage时间内可以自由上下岛，所以拿了令可以先送下来存好后再上

岛。从岛上掉下来的也可以在拿令上岛后的5小时mudage时间内不用令上岛。  

4.3.3.2 读侠客行石书 

上岛以后，走到树林里一个有path的地方，w，climb tree，climb cliff（要爬

很久），climb cliff(爬第二层要求dodge+unarmed>200级，爬的时间更久)，到顶上

看到仙鹤，kan hole，lookin hole，jump hole(如果你是第一次上岛，有效轻功必

须小于80级（可以先 jifa dodge none；再 part_abandon dodge 到159级），并且身

上有伤，气血要低于50%！否则就多跑两趟吧)，晕了醒来就会看到本侠客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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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话必须5项侠客功夫均超过150级才可以出去，要么只能 quit)，以后走同样

的路线进来，注意补dodge(据说高爬的快点)。  

4.3.3.3 读石壁(24项基本功夫) 

侠客行石室不读直接out，然后一条路走，路上有只火麒麟，尽快逃离或者

kill掉它。进甬道，(su、wu方向)走到{“铮铮，清脆悦耳，如击玉罄。你俯身倾

听(listen)，想知道水源的方位。”“}的地方，mo 左侧墙壁，push button，沿路向

北，look 石门，push 石门（这里会drop all，膂力40以下推石门有可能晕，经验

1m以下也推不开门。）。进入以后可以yao干粮get hulu。选择自己需要的功夫，先

look 石壁(不look不能读) 一次后，watch 石壁 xx。读石壁不但耗精，还耗内力。

注意这里不能睡觉(除了丐帮)。最高读到自己exp支持上限。 

 

4.3.3.4 岛上秘密 

还灵水草（暂时涨10%精或气或什么都不长，随机），路径：海滩w，n，n，

get flower，l river，dive。去拿这东西身上不要带东西(会drop all)。 

4.3.4 玩家攻略（小刀） 

好象小刀的文字中，一开始总是会废话几句，这次也不例外。写这篇文字的

目的是，wiki上、论坛上关于侠客岛的资料不是没有，但有些问题写的很含糊不

清，有些细节都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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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刀有幸，在下线前最后一秒接到了张三；小刀不幸，因为没有心理准备和

实际准备（呃，我所谓准备的意思是，收集并研究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整个

上岛过程乱七八糟，一团浆糊，还死了一次。 
  为止，整理这份资料，以方便新来的兄弟们。不扯了，我们开始。 

本文结构如下： 

一、纠正几个误区及个人心得（这应该是最有价值，我最想跟兄弟们分享的

部分） 

二、完整流程攻略（大量引用wiki、论坛内容） 

三、几个小问题的探讨 

4.3.4.1 先纠正几个误区 

1) 其中不是一接令就马上要通宵挂机了，新人（指没有mark的玩家），接

到令后，最俱价值的是可以在不quit，服务器不重启的情况下，再跟张

三比武三次，再得到三个令，这是最有价值、最值钱的了。所以说，当

你接令后，上岛又得三个令后，完全可以直接下线睡觉，或者忙点别的

啥，等有空了，再做那些很麻烦，很复杂的操作。 

2) 记住，再找张三比武和读侠客行武学和读石壁，这三者虽然都是在岛上，

但不是在一处。其中再找张三比武最方便，完全直接就去。 

3) 放弃dodge之前，不要忘了jifa dodge none，这样可以少放弃一些（我就

是忘了，好象论坛、wiki上也没提这点）。哦，还可以在身上背几个铁甲

什么的，可以增加重量（主要是为了少放弃dodge） 

4) 受伤也不用太重，有６０的样子应该就可以，不放心可以到５０，反正

现在有fullme，一切都不用问题。 

5) 岛上有价值（公用部分），读书写字、基本内功、医术、基本硬功（这

个有争议），基础梵文（用九阴的兄弟需要）。别的就看自己实际情况了。 

6) 读石壁机器人。鉴于南侠伟大的研究者seagate(luohh)的研究，读石壁的

时候，打坐比睡觉好。小刀会在合适的时候发布一个mush版的读石壁机

器人（是作为mush中级教程配套教材发布的，不会很快，大家多等等，

抱歉了） 

7) 侠客行这本书（出师用的），一个ＩＤ可以拿多本（每本1000gold），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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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间间隔，不能连续拿，个人经验１个小时左右可以去，但最好多点

时间，因为进去就是1000gold，而且不收现金，必须银行转帐（大额不

能用现金？）。 

8) 第一次上岛的新人，记得unset brief，这样看的清楚一点。 

  误区和心得先说到这里，下面是流程攻略，为了保证攻略的完整性，会

加入许多别地方内容，不能保证原创，这点大家见谅哈。 

4.3.4.2 完整流程攻略 

4.3.4.2.1 张三比武的规则 

 张三每次来会优先找无mark(所谓mark就是张三找过你，你接(accept 

zhang)了，并且打赢了)的id比武，如果有人accept张三的挑战，此次找

人over，如果张三找的id没有accept，15分钟后他会继续找下一个id，

最多找三个id。5m+的id都有机会，但是个人感觉起码8m+ 400+sk保险

一点(打不过白白浪费机会，而且会被骂的哦)，找的id分两种情况:  

 有mark的id，不要accept，等他全找完再上岛去打(张三没找完，而有人

已经上岛和他打了的话，后面的他就不找了，这点要注意哦，上次有

个人被骂了。另外注意从找你到上岛拿令这段时间不要quit，不要死，

祈祷服务器不要重启)。当然如果找你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了那就没

必要浪费时间等他走了，accept就是。没mark的id，看自己的情况有没

有打赢的可能，没可能的最好别接(还是不提倡浪费)。 

 据说，跟张三比武的时候，不要用pfm，直接平砍。反正张三很菜，这

应该不难。 

4.3.4.2.2 上岛的流程 

1) 不要指望，也不需要一次性上岛把事办完，反正用一次令，可以24小时

有效。 

2) 第一次（我是指找张三比武拿三个令那次），把身上武器啥的准备好就

可以，想拿同时侠客行的，记得看看银行存款够不够。 

3) 把赏善罚恶令带在身上，来到泉州最南边的南海海滨，wave dahan，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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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an about 侠客岛，ask dahan about 去侠客岛，enter boat。下岛后别往

w走，掉山谷(拿水草的地方)里会drop all才能上来，带的东西全没了嘿

嘿。走s可以到树林。 

4) 到树林然后s，e，e，e，s走到一个有path的地方，再w，w，n，n，w然

后一直向北走，然后到大殿找张三，accept zhang。这里有吃饭睡觉的地

方，自己找找。每回被张三找可以accept四次（连一开始的一次），而且

中间不能quit不能死，否则不能继续accept，每次accept以后要等系统更

新以后再accept下一次。（accept张三后，他会消失，１５分钟后再更新

出来）。回来的时候，一直往s方向走，一直到不能s了，e，s，s，e，e，

到有path的地方，n，w，w，w，n，然后一直n，到海滩，enter boat就回

去了 

5) 如果要拿侠客行的，这个时候，可以在张三处n，e，ask long bout 自创

武功，然后在花园找到石破天，ask shi about key，这小坏蛋要你给

1000gold，answer yes，拿了key进闭关室，不停search就可以。 

6) 拿了三个令和侠客行，就下来吧。存完令后，如果忙呀，累呀，要睡觉、

要工作、要泡ＭＭ，要被ＭＭ泡什么的，那就可以离线走人了。如果还

要玩ＭＵＤ的，那我们继续。 

7) 先确定一下，这次上岛是要读石壁，还是读侠客行武学。读石壁的啥都

不要带，钱都存银行（可以考虑背几个铁甲降身法），然后把自己搞受

伤（约５０－６０的样子）。读侠客行的钱也不要带了，身上多带吃的

喝的。都准备好了吗？ok!let's go. 

8) 上岛以后，走到树林里一个有path的地方，w，climb tree，climb cliff（要

爬很久），climb cliff(爬第二层要求dodge+unarmed>200级，爬的时间更

久)，到顶上看到仙鹤，kan hole，lookin hole，jump hole(如果你是第一

次上岛，在这里要放弃dodge直到有效轻功小于80级，并且身上有伤。)

（注意！记得先jifa dodge none）。等醒过来，（注意！！这个时候就可以

fullme给自己治伤了，以后再来也不需要受伤，也不可以放弃dodge）晕

了醒来，在四处转转，就会看到本侠客行(要读的话必须5项侠客功夫均

超过150级才可以出去，要么只能 quit)，以后走同样的路线进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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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dodge(据说高爬的快点)。  

9) 侠客行石室不读直接out，然后一条路走，路上有只火麒麟，尽快逃离或

者kill掉它。进甬道，(su、wu方向)走到{“铮铮，清脆悦耳，如击玉罄。

你俯身倾听(listen)，想知道水源的方位。””}的地方，mo 左侧墙壁，push 

button，沿路向北，look 石门，push 石门（这里会drop all，膂力40以下

推石门有可能晕，经验1m以下也推不开门。）。进入以后可以yao干粮get 

hulu。选择自己需要的功夫，先look 石壁(不look不能读) 一次后，watch 

石壁 xx。读石壁不但耗精，还耗内力，若读的次数太大导致内力小于0

会晕倒。注意这里不能睡觉(除了丐帮)。  

10) 好了，这样你就可以在岛上进修了。一般是先学读书写字的。上岛流程，

到这里就结束了。 

4.4 鹿鼎山 

4.4.1 任务前提 

收集8种类型经书，需要10万以上声望。  

4.4.2 经书获取 

 正黄：康熙的上书房；move xianglu（当心被朝廷追杀哦），或者用朝

廷ID找建宁要 

 正红：康亲王府佛堂 

ask puren about 四十二章经； 

give puren 10 cash; 

ask puren about 四十二章经； 

climb table； 

tao foxiang；可能一次掏不到，多掏几次 

move table； 

qiao brick；(要装备兵器才行) 

unlock lock 

 镶红旗：慈宁宫门口杀死瑞栋。搜身。 

 正蓝旗：平西王府宝库，有一定几率，可能是英雄剑谱，鱼肠刺。（需

要有一定的fullme时间，增加一些经验，才可能拿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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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萍水逢，ask ping about 射月弓，干掉之； 

找吴三桂，ask wu about 射月弓;give wu gong 

进密室，push desk;d;light lampn;light lamps;light lampe;light lampw;d;break men;d;open 

cabinet 

 镶蓝旗：慈宁宫，move bedding和open cabinet，需要打败假太后，有一

定几率（可能是cash、经书、真太后），大概一个小时才刷新一次，别

跑太勤快。 

 正白旗：鳌拜府，打败鳌拜后，move pi，open door，下去搜(search)，

有一定几率（可能是真丝宝甲、匕首），可能打不开门板，会晕倒。（需

要有一定的fullme时间，增加一些经验，才可能拿到东西。） 

 镶白旗：慈宁宫太后处，同镶蓝旗。 

 镶黄旗：鳌拜府，同正白旗。 

4.4.3 任务步骤 

 
1) 打晕吴之荣背到双儿那里，把吴给庄夫人。 

2) 杀鳌拜，以前杀的不算，拿着ao bai身上的钥匙。 

3) 到鳌拜东面有men的位置，open men，杀女管家，南走，看见zhuang，

ask zhuang about 救命，然后庄跟着你走（此时会被通缉，朝廷的找duo

记过一次），把他带到朝阳门东面的双儿那里（需要break men或climb 

wall）。 

4) 把收集好的8本经书带在身上，ask shuang about 合并;tear binding 8

次.give shuang pi 8次，然后在线等2个小时（要fullme），再去双儿那ask 

shuang about 地图；大功告成！ 

4.4.4 流程解析 

要求：集齐8本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其中以鳌拜和皇后的那几本最

难搞，主要是随机的，你有可能拿到是其他东西或者什么也没有。 

奖励exp和pot 很少1万吧。 

主要是做完能在荣宝斋 当随机武器（相当于一个仓库，寄存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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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场景介绍：北京 崇文门 开始 n;w;(鳌拜府)  
              北京 朝阳门 开始 e方向一直走是 （双儿的家） 

鹿鼎山详细流程（红色字为命令，蓝色为任务流程要小心的部分） 

1) 打晕吴之荣背到双儿那里，交给庄夫人 

 
鳌府大院 

    吴之荣(Wu zhirong)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east、north 和 west。 

     
你对著吴之荣大喝一声：看招！ 

 

> 你默运混天气功，施展出「雷霆降龙」，全身急速转动起来，越来越快，就犹如一股旋风 

骤然间，已卷向正看得发呆的吴之荣。 

吴之荣只见一阵旋风影中陡然现出你的双拳，根本来不及躲避， 

被重重击中，五脏六腑翻腾不休，口中鲜血如箭般喷出！！！ 

 

你战胜了吴之荣! 

 
吴之荣脚下一个不稳，跌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get wu 
你将吴之荣扶了起来背在背上。 

庄府大门 -  

    这里就是文士庄允城的旧居。自从他被朝廷抓走后，这里好象就 

没有人住了。一扇大门(men)紧锁着，周围是高高的围墙(wall). 

一切都很干净，并没有积多少灰尘。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break men  

或者 climb wall 

 

give wu to san 

庄夫人大喜道：狗贼，看打!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庄夫人一刀就砍下了吴之荣的狗头！！ 

 
庄夫人说道：这位老爷子，如此大恩大德，妾身实不知何以为报。 

我想送恩公一件礼物，务请勿却是幸。 

你给庄夫人一位吴之荣。 

 

******************************************* 

2) 杀傲拜，以前杀的不算，拿着ao bai身上的钥匙。 

get all from corpse 
鳌拜卧房 

    朝廷顾命大臣「满洲第一勇士」鳌拜(Ao 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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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east。 

> 看起来鳌拜想杀死你！ 

鳌拜死了。 

 
你的杀气增加了！ 

毫毛身穿布衣走了过来。 

你从鳌拜的尸体身上搜出一些黄金。 

你从鳌拜的尸体身上搜出一把牢房钥匙。 

你从鳌拜的尸体身上除下一条腰带。 

你从鳌拜的尸体身上除下一件锦缎。 

 

*********************************************** 

3) 到鳌拜东面有men的位置，open men，杀女管家，南走，看见zhuang，

ask zhuang about 救命 

鳌府后院 -  

    这里是鳌府后院，中心是一个大花园。西边一条长廊走道直 

通往鳌拜的卧房，有几个官兵把守。北边是书房。南边是鳌拜私 

设的牢房，牢门(men)是锁着的。 

    「阳春」: 起风了，新发芽的枝叶在风中幽雅的摇曳着。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east、north 和 west。 

    女管家(Guan jia) 

    二位家丁(Jia ding) 

你用一把钥匙打开了秘门，可是钥匙却断了. 

 
你对着女管家吼道：「贱人！你死期已到，今天就让老子送你上西天吧！」 

女管家死了。 

south 

ask zhuang about 救命 

你向庄允城打听有关『救命』的消息。 

庄允城说道：「老爷子请带我回庄府。」 

庄允城决定开始跟随你一起行动。 

你被官府通缉了。 

庄允城说道：「我们走罢！」 

庄会自动follow 你 带他去见庄夫人 

**备注小心此刻你被北京官兵叫杀**** 

街道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east 和 west。 

庄允城身穿布衣走了过来。 

> 看起来官兵想杀死你！ 

看起来官兵想杀死你！、 

 

**如果想解除通缉可到扬州兵营找史青山，先把庄允城送到后在去疏通** 

ask shi about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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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shi 10 gold 
> 你向史青山打听有关『疏通』的消息。 

史青山说道：「给你疏通，没问题，不过你该表示一下吧。」 

史青山「嘿嘿嘿．．．．」地奸笑了几声。 

 

 
史青山说道：「下次还来找我就对了。」 

史青山说道：「我马上就去给你疏通！」 

史青山答应给你疏通了。 

你拿出十两黄金(Gold)给史青山。 

> 京城的官兵停止了对你的追杀！**等一会出现这句话就不会在被北京的官兵叫杀** 

 

 

 

庄府大门 -  

    这里就是文士庄允城的旧居。自从他被朝廷抓走后，这里好象就 

没有人住了。一扇大门(men)紧锁着，周围是高高的围墙(wall). 

一切都很干净，并没有积多少灰尘。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break men  

或者 climb wall 

小房间 

    庄家三少奶奶「未亡人」庄夫人(San furen) 

    天下无双「大功告成」双儿(Shuang er)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庄允城说道：「多谢老爷子救我性命，大恩大德永世难忘。」 

庄允城和庄夫人携手走入了内堂。 

 

************************************* 

4) 把收集好的8本经书带在身上，ask shuang about 合并;tear binding 8

次.give shuang pi 8次 

ask shuang about合并 

你向双儿打听有关『合并』的消息。 

双儿说道：「老爷子对双儿和夫人恩重如山，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 你身上带著下列这些东西(负重 22%)：**此刻携带经书就可以** 

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 

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 

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 

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 

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 

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 

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 

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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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jing 
四十二章经(Sishierzhang jing) 

这是一本镶红旗的经书，封皮(binding)是红绸所制，镶以白绸边，显得十分精致。 

 

tear binding ** 打8次这个命令，要小心 羊皮掉在地上的 及时捡起** 

你将四十二章经的封皮撕开，只见几块碎羊皮掉了下来。 

> 你将四十二章经的封皮撕开，只见几块碎羊皮掉了下来。 

> 你将四十二章经的封皮撕开，只见几块碎羊皮掉了下来。 

> 你将四十二章经的封皮撕开，只见几块碎羊皮掉了下来。 

> 你将四十二章经的封皮撕开，只见几块碎羊皮掉了下来。 

> 你将四十二章经的封皮撕开，只见几块碎羊皮掉了下来。 

> 你将四十二章经的封皮撕开，只见几块碎羊皮掉了下来。 

小房间 -  

    这是一个小房间，桌上点着蜡烛.房中只有一桌一床， 

陈设简单，却十分干净.床上铺着被褥.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羊皮碎片(Yang pi) 

    羊皮碎片(Yang pi) 

    羊皮碎片(Yang pi) 

    羊皮碎片(Yang pi) 

    羊皮碎片(Yang pi) 

    羊皮碎片(Yang pi) 

    羊皮碎片(Yang pi) 

羊皮碎片(Yang pi) 

get all 

 
你捡起一包羊皮碎片。 

你捡起一包羊皮碎片。 

你捡起一包羊皮碎片。 

你捡起一包羊皮碎片。 

你捡起一包羊皮碎片。 

你捡起一包羊皮碎片。 

你捡起一包羊皮碎片。 

你捡起一包羊皮碎片。 

 

give shuang pi** 打8次这个命令** 

你给双儿一包羊皮碎片。 

> 老爷子快把剩下的碎片找齐给我吧。 

你给双儿一包羊皮碎片。 

> 你正忙着呢！ 

> 你正忙着呢！ 

> 老爷子快把剩下的碎片找齐给我吧。 

你给双儿一包羊皮碎片。 

> 老爷子快把剩下的碎片找齐给我吧。 

南侠wiki  第619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你给双儿一包羊皮碎片。 

> 老爷子快把剩下的碎片找齐给我吧。 

你给双儿一包羊皮碎片。 

> 你正忙着呢！ 

> 老爷子快把剩下的碎片找齐给我吧。 

你给双儿一包羊皮碎片。 

> 老爷子快把剩下的碎片找齐给我吧。 

你给双儿一包羊皮碎片。 

> 你正忙着呢！ 

> 这些碎片我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拼好，你过几天再来找我吧。 

你给双儿一包羊皮碎片。 

 

**在线2小时后**来找双儿完成（我没试过下线会怎么样） 

不用等2小时，大概1小时20分钟就差不多了。可以过一会就去问一次。(一如既往提供） 

等双儿拼地图的过程中可以quit，然后上线等够时间一样能完成谜题。我等的过程中忘了这事，quit了一

下，后来连上线找双儿，居然完成任务(千雪提供） 

ask shuang about地图 

你向双儿打听有关『地图』的消息。 

 
双儿把你领到桌前，只见桌上大白布上钉满了几千枚绣花针。 

几千块碎片已经拼成一幅完整无缺的大地图，难得的是几千片 

碎片拼在一起，既没多出一片，也没少了一片。 

 
全幅地图都是墨笔画成，只见地图上一条大河转弯处聚在一起。 

有八个颜色的小圈，八个小圈之间写着两个黄色满洲字，译成 

汉字，乃是“鹿鼎山”三字。 

 
你大叫一声，反手将双儿一把抱住，叫道：“大功告成，亲个嘴儿。”说着向双儿嘴上吻去。 

双儿羞得满脸通红，头一侧，你的嘴吻到了双儿的耳垂上。双儿只觉全身酸软，惊叫：“不，不要！” 

 
你将图形和地名牢记在心，然后将羊皮地图投入火炉，一把火烧掉。 

 
你的经验增加了。 

双儿说道：「恭喜老爷子发现鹿鼎山的秘密！！！」 

&Oslash; 

你感觉自己的性情平和了许多，心中的杀气也减少了。 

4.5 麒麟村 

4.5.1 介绍 

麒麟村地处洛阳附近的汤阴县境，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家乡。岳飞的老师周侗

受王员外之邀，在此地开馆授徒，非但书教得好，还会教学生骑马射箭和诸般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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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因此岳飞自小便好打抱不平。  

麒麟村附近有一沥泉山，自来便以「沥泉奇品」闻名，曾受苏东坡好评。不

过最近山上好像来了一伙土匪，沥泉也似有些异常，传闻是西域怪蛇造成的，不

知是真是假。若想前往探险，可先于村中与众人多交流，听听村民的声音。一些

关键的步骤就隐藏在他们说的话中间。相关物品：  

 仙丹(Xian dan)：只能由获得它的人服用，可能会增加福缘和灵性 

 沥泉灵(Liquan ling)：可以用remake指令取得自己想要的兵器，每一种

在南侠均是独一无二的，即假设其后有人再取得相同兵器时，先前的

这一件会消失。但是它的种类齐全、伤害很大，且击中敌人时会有特

殊效果。 

 另外，经验低于1.4M者在石洞中打死野兽可以取得经验和潜能的奖励，

是新手练功的不错方法。 

4.5.2 流程 

1) 找到岳飞：走暗道去洛阳的路上，土地庙出来e，s，w 岳飞家，ask yue 

about 岳飞，然后e，s，ask wang about 翠姑，ask wang about 土匪，然

后到东北角的土匪窝里面去。这里是个迷宫，大概5个左右的十字路口，

每个路口丢不同的coin，枝杈口有一个地方可以enter的，就是岳飞的地

方，门口会有两个小土匪站岗，多留意。十字路口都走一遍就大概找到

了，不算难。  

2) 仙丹：在enter前记得输入enter;guard cui gu;kill xiao tufei;kill ye zhu，不

然动作慢了翠姑就挂了。当然也可以enter后直接ask cui gu about 王二愣，

不管她的死活（太没人性了……）  

3) ask 岳飞 about 周侗，然后回到洛阳的小村里，ask 周侗 about 岳飞，

ask zhou about 志明长老，ask zhou about 同去，然后去山上找志明长老。

他会给你开个门去蛇洞。  

4) 杀了怪蛇（10M以下危险），得到沥泉灵  

5) remake 现在有如下种类的武器：如remake jian，攻击约为200+ 枪(qiang) 

剑(jian) 刀(dao) 锤(chui) 鞭(bian) 杖(zhang) 棍(gun) 斧(fu) 戟(ji) 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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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叉(cha) 杵(chu)。 

4.6 钓鱼岛 

4.6.1 介绍 

常规地图玩腻了么，带上小酒小菜，开着小油轮出海捍卫国家主权吧。  

难度：SKILLS 60级以上（估计）。 

倭寇和浪人：武艺不堪一击，出手极轻； 

灯塔第六层BOSS：ID WOLF。有桥本版本：略知一二，出手极轻；有东条英机版本：普普通通，极

轻。 

4.6.2 登陆 

到quanzhou找老船家，ask chuan jia about 嫁妆，然后往北两步，找到日本鬼

子，ask langren tou about 珍珠项链，然后跟浪人头bihua他就表演切腹，拿到项

链给船夫，得到罗盘，在乌帆船上use luo pan，就到了钓鱼 岛了。第一次没用罗

盘乱开，途中能碰到好多海龟家庭跟倭寇浪人，找不到钓鱼岛，只能回来（往东

一直猛开）等下次 任务刷新，- -。  

4.6.3 流程 

先从海滩，eu，到灯塔里面，然后杀到顶层。第六层有个小boss桥本太郎可

以得2000多声望和10000道德。 

塔顶有珍珠和玛瑙项链。四处望望吧（wang out/north/south/east/west/hill)，

一些提示就不说了。 

到军营去搜一把柴刀，（wear chai dao）然后去东边的灌木丛，look guanmu，

kan guanmu（你也可以 

zuan guanmu看看<别试！>），有三个灌木丛，有一个能砍，自己试试看然后

去就会到一个山洞，search bed，找到女儿装。这时候你回到军营去找渔夫，ask 

yufu about 救人，然后向东再向北，找到那个企图强暴的日本鬼子，干掉他。英

雄救美的事情做完了，看到那个裸体的mm了，是kiss her还是touch her呢？自己

想吧。把女儿装给她，那到指环还给渔夫，得到一把钥匙。回来刚才search bed

的山洞开锁就可以得到宝贝拉。提示，开锁unlock box需要膂力支持。 

  * 野果林有三种野果，红果和黄果能吃，紫果吃完直接被撂倒。 

* 海岛蟹肉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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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体软甲，跟软猬甲的防御一样。500+ 

* 挂军旗，从东海岸的山崖的藤climb上去，fan 鸟巢能找到帅旗，gua到旗杆即可，不过没什么用。 

* 钓鱼，大礁石的stone climb上去就是钓鱼台。 

* 在北边的某个地方bo shu（有提示，找到鱼线），然后拿这柴刀到树林里砍一个树枝（也有提示），做

成钓鱼 

* 杆，然后去钓鱼台钓鱼，长force到180. 

4.7 南帝一灯 

4.7.1 介绍 

要拜见一灯大师，首先当然要找到瑛姑，而瑛姑当然会住在黑沼小屋里数数，

所以首先要走进黑沼。走黑沼没上面可怕的，什么都不降(当然也不会涨，除了

岁数)。找到瑛姑，你必须身负重伤，大概是<50%吧，瑛姑才有可能理你。由于

有一定概率，所以要来回走，路径是e;n;w;s;s;w 然后你就问吧大体上就按照射雕

上写的问，不过要注意，射雕上郭、黄是怎么见到一灯的，然后就去过渔、樵、

耕、读四关。基本要求：渔：strike>60，str(后天)>24，dex(后天)30以上(这里害

死好多人，修改一下)，dodge(有效)>150;樵：literate>120;耕：带有软猥甲;读：

literate>=150，dodge(基本)>150。见到一灯后在乱问一通(想想射雕里的顺序)，

问到他让你去找瑛姑，你就去找。再见瑛姑，跟他说一灯的事，他会让你去杀裘

千仞。注意她的话，想想她和某某某的关系，多问几句也许会有收获。 

4.7.2 前提  

1) 基本掌法，60级，可以去lingxiao打沙袋 

2) 受伤，去扬州衙门，ct;w;n;w  然后，chat 1，不断重复，直到气血低于

50%，建议直接打到20%。 

3) 身上买金疮药。 

4) 身法满30(dodge至少151，本人33身法摔死2次) 

5) 身上带一个软猬甲，洛阳当铺，33gold 

郑重提示：任务开始后，不要中断！需要一气呵成！  

4.7.3 步骤 

1) 黑沼小屋。「神算子」瑛姑(Ying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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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out;s;e;n;w;s;s;w 

来回进出直到他说你受伤了再ask治疗，然后吃药疗伤恢复气血以后bihua yinggu 

ask yinggu about 治伤 

eat yao 

bihua yinggu 

ask yinggu about 段皇爷 

ask yinggu about 见段皇爷 

2) 瀑布。渔隐(Yuyin) 

ask yuyin about 怪鱼 

ask yuyin about 金娃娃 

jump pool 

lift stone 

catch fish 

out 

give yuyin fish 

enter boat 

ban 

3) 半山。樵隐(Qiaoyin) 

climb 

4) 半山。耕夫(Gengfu) 

answer 治伤 

give gengfu jia 

u 

5) 石梁。书生(Shusheng) 

ask shusheng about 微言大义 

answer 辛未状元 

answer 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 

jump 

6) 厢房。小沙弥(Xiao shami) 

ask shami about 段皇爷 

give shami juan 

n 

open door 

nw 

7) 石屋。一灯大师(Yideng dashi) 

ask yideng about 治伤 

ask yideng about 瑛姑 

n 

d 

8) 黑沼小屋。「神算子」瑛姑(Ying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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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yinggu about 一灯大师 

ask yinggu about 裘千仞 

ask yinggu about 周伯通 

9) 小屋。「老顽童」周伯通(Zhou botong) 

ask zhou about 瑛姑 

ask zhou about 孩子 

10) 黑沼小屋。「神算子」瑛姑(Yinggu) 

ask yinggu about 周伯通 

11) 瀑布。渔隐(Yuyin) 

jiejing 

s 

12) 石屋。一灯大师(Yideng dashi) 

ask yideng about 瑛姑 

4.7.4 详细解密过程 

黑沼小屋 

    「神算子」瑛姑(Yinggu)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out 和 south。 

> 瑛姑正盯著你看，不知道打些什么主意。 

瑛姑对你露出疑惑的神态，似乎不明白你的意思。 

瑛姑说道：「你受了伤?」 

瑛姑正盯著你看，不知道打些什么主意。 

瑛姑说道：「伤得很重啊！」 

【谣言】某人：听说澄斌在街上裸奔啊！！！！～～～～ 

ask yinggu about 治伤 

你向瑛姑打听有关『治伤』的消息。 

瑛姑怒道：你我非亲非故，我凭什么帮你？除非你在武功上胜过我，要不我什么也不会诉你的！ 

> wield bian 
你装备芭蕉鞭作武器。 

> bihua yinggu 
阿三对瑛姑说：好吧，那我就陪老前辈练几招。 

瑛姑冲着阿三撇了撇嘴，说道：就你这点本事还来 

充英雄?!给我乖乖的爬出去吧! 

【闲聊】阿三(Newsplay)：啥意思啊 

> 

【闲聊】随逸(Means)：先把伤治好 

【闲聊】杨小小(Wzswzsa)：你没有疗伤就开打了 

 
                            黑沼                

黑沼小屋 

    「神算子」瑛姑(Ying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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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out 和 south。 

> 【闲聊】杨小小(Wzswzsa)：到shenlong 去bath 

瑛姑正盯著你看，不知道打些什么主意。 

瑛姑对你露出疑惑的神态，似乎不明白你的意思。 

瑛姑说道：「你受了伤?」 

瑛姑正盯著你看，不知道打些什么主意。 

瑛姑说道：「伤得很重啊！」 

【闲聊】杨小小(Wzswzsa)：什么毒都能解 

【闲聊】伯符(Bofu)：带点药去神龙 

ask yinggu about 治伤 

你向瑛姑打听有关『治伤』的消息。 

瑛姑怒道：你我非亲非故，我凭什么帮你？除非你在武功上胜过我，要不我什么也不会诉你的！ 

bihua yinggu 
阿三对瑛姑说：好吧，那我就陪老前辈练几招。 

你双手握住剑柄，举剑上挑，一式「举案齐眉」刺向瑛姑的右肩，剑意中温雅疑疑，风光旖旎。！ 

结果只听见瑛姑一声惨嚎，拳头已在她的右肩对穿而出，鲜血溅得满地！！ 

( 瑛姑似乎十分疲惫，看来需要好好休息了。 ) 

你双手一拱，笑著说道：「承让！」 

 

你战胜了瑛姑! 

瑛姑对阿三说道：你的武功还过得去。可惜伤势太重，活不过24个时辰了。 

        你的伤当世只有段皇爷治得。 

ask yinggu about 段皇爷 

你向瑛姑打听有关『段皇爷』的消息。 

瑛姑说道：他多行不义，避祸桃源。外人万难见到。出沼之后，直向东北，到了桃源县境内，就会遇到他

的渔樵耕读四大弟子。见不见得到段皇爷，就得看你的缘分啦！ 

瑛姑对着你「哼」地冷笑一声。 

ask yinggu about 见段皇爷 

你向瑛姑打听有关『见段皇爷』的消息。 

瑛姑说道：「我这儿有一幅画，你带去。如果他不肯见你，你就把画给他看。」 

瑛姑给你一幅画。 

瑛姑给你一幅画。这个时候就去桃圆驿站瀑布找渔隐(Yuyin)，他如果你理你就来回走 

直到他说话渔隐说道：你是什么人？！ 

 
                        忽见水中金光闪了一闪，那渔人脸现喜色，猛然间钓竿直弯下去， 

                        只见水底下一条尺来长的东西咬着钓丝，那物非鱼非蛇，全身金色， 

                        模样甚是奇特。你大感诧异，不禁失声叫道“咦？这是什么怪鱼？” 

                        那鱼受了惊吓，转眼之间，钻进了水潭（pool)底的岩石之下，再也不出来了。 

渔隐对你使劲的哼了一声，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渔隐说道：「你是什么人？！老子辛辛苦苦地等了半天，偏生叫你这个小贼来惊走了！」 

 

> ask yuyin about 怪鱼 

你向渔隐打听有关『怪鱼』的消息。 

那渔夫怒道：看清楚了！什么怪鱼！那是金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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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熊大师往西南离开。 

ask yuyin about 金娃娃 

你向渔隐打听有关『金娃娃』的消息。 

渔夫说道：我师叔好不容易捉住了这两只金娃娃，想带回去喂养。可是它们趁我一不小心逃入这水潭之中。 

终于快要再次捉住的时候却又被你吓跑了，哼！你说怎么办吧！ 

> jump pool 

lift stone 

catch fish 
你一纵身跳下了水潭。 

> 你伸手到怪鱼遁入的那大石地下用力一抬，双掌向上猛举，水声响处， 

大石竟被你抬了起来。你紧接着对着大石用力一掌，大石受水力与 

掌力夹击，擦过你身旁，滚落到下面的深渊去了。 

> 你几乎抓住了金娃娃，可是就在最后一下它们逃脱了。 

> catch fish 
你几乎抓住了金娃娃，可是就在最后一下它们逃脱了。 

> > catch fish 
你几乎抓住了金娃娃，可是就在最后一下它们逃脱了。 

> catch fish 
你抓到了金娃娃！赶快上岸吧！ 

> wu 
哎哟，你一头撞在墙上，才发现这个方向没有出路。 

> out 

give yuyin fish 
你抓到了金娃娃！赶快上岸吧！ 

> wu 
哎哟，你一头撞在墙上，才发现这个方向没有出路。 

> out 

give yuyin fish 
你腾空而起，在空中美妙的转了个身，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瀑布 

    渔隐(Yuyin)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west。 

> 渔隐冲你一抱拳：「有劳这位壮士相助，大叔这厢有礼了！」 

渔隐说道：「那边有只小船，你可以划到上面去。」 

渔夫匆匆忙忙地跑进小屋，把金娃娃放好。你给渔隐一对金娃娃。 

瀑布 -  

    空山寂寂，水声在山谷间激荡回响。只见一道白龙似的大瀑布从 

对面双峰之间奔腾而下，声势甚是惊人。北边有一块大石，名曰 

“观瀑台”，如果爬到上面似乎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瀑布全景。 

瀑布旁有间草屋。瀑布旁柳树下坐着一个人，头带斗笠，身披蓑衣。 

    「高秋」: 太阳露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显示了一天的勃勃生机。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west。 

    小船(B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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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隐(Yuyin) 

> enter boat  
你坐进了小船中。 

> ban 
你开始用力划起船来。不一会儿，就到了半山腰。你下了船，开始步行。 

                                                

                                     
                            半山                

                             〓      

                            瀑布                

半山 

    无影针(Wuying zhen) 

    樵隐(Qiaoyin)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down。 

> 只听那樵夫唱到：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踯躅。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你不禁喝了声彩：好曲儿！ 

那樵夫转过身来，把斧头往腰间一插，问到：好？好在哪里？ 

你微微一笑，低头唱到：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一茅斋，野花开，管甚么兴废谁成败？ 

陋巷单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 

那樵夫听得心中大悦，也不多问，向山边一指，道：上去罢！ 

look 
                            半山                

                             〓      

                            瀑布                

半山 -  

    这里是半山腰。眼前是一个极大的喷泉，奔雪溅玉。那溪水到此而止， 

这喷泉显然是下面溪水与瀑布的源头了。山边一条手臂粗细的长藤，延峰而 

上。这山峰的上半截隐入云中，不知峰顶到底有多高。 

    「高秋」: 太阳露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显示了一天的勃勃生机。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down。 

    无影针(Wuying zhen) 

    樵隐(Qiaoyin) 

 

climb 
你身上背的东西太多，怎么爬也爬不上去。 

> i 

你身上带著下列这些东西(负重 46%)： 

丢了些东西，负重20+ 

> climb 
你双手握着长藤，提气而上，爬得甚是迅捷。片刻之间，离地已十余丈。 

突见那长藤向前神，原来已经到了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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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梁                

                             〓      

                            半山                

                             〓      

                            半山                

半山 

    耕夫(Gengfu)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up 和 down。 

> 耕夫正盯著你看，不知道打些什么主意。 

耕夫立刻警觉起来：你受了伤？来干什么了？(answer) 

answer 治伤 

give gengfu jia 
耕夫说道：「又没什么凭证，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呀？」 

> 耕夫将信将疑地接过软猥甲，看了看，说：好吧，就放你过去吧！ 

你给耕夫一件软猬甲。 

半山 -  

    那山峰顶上是块平地，开垦成二十来亩山田，种着禾稻，一柄锄头抛在田边。 

一个农夫正在耘草。 

    「高秋」: 现在是正午时分，太阳高挂天心，肆意地淫虐。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up 和 down。 

    耕夫(Gengfu) 

u 

                                                

                                     
                            石梁                

                             〓      

                            半山                

石梁 

    书生(Shusheng)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down。 

ask shusheng about 微言大义 

你向书生打听有关『微言大义』的消息。 

书生愕然止读：这位0自称懂得孟子微言大义，我倒要请教。 

书生说道：「我这里有个谜语，你猜猜看？」 

书生说道：「 

六经蕴籍胸中久，        一剑十年磨在手。 

杏花头上一枝横，        恐泄天机莫露口。 

一点累累大如斗，        却掩半床无所有。 

完名直待挂冠归，        本来面目君知否？(answer)」 

answer 辛未状元 

书生对着你大叫一声：哇徕，好酷哦，我好喜欢你哎！！ 

书生说道：「我还有一幅上联，你来对一下: 

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 (answer)」 

answer 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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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对着你大叫一声：哇徕，好酷哦，我好喜欢你哎！！ 

书生双手抱拳，讨好地对你说道：「在下对壮士的景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书生说道：「在下拜服！」 

那书生站了起来，让开了地方，你可以跳(jump)过去了。 

 

> jump 
你提气一跃，过了那个缺口，在那书生先前坐处稳稳落住。那书生将你引到一处庙内。 

                          竹林小径              

                             ｜      

                            厢房                

                             ∨      

                            石梁                

厢房 

    小沙弥(Xiao shami)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 和 out。 

> 

ask shami about 段皇爷 

你向小沙弥打听有关『段皇爷』的消息。 

小沙弥说道：「段皇爷早已不在人世，累施主空走一趟。且待小僧恭送施主下山。」 

give shami juan 
沙弥接过画卷，不敢打开观看，合十行了一礼，转身入内。 

不久沙弥回来低眉合十道：恭请施主。 

你给小沙弥一幅画卷。 

> n 
                   石屋                         

                        ＼           

                          竹林小径              

                             ｜      

                            厢房                

竹林小径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west 和 south。 

nw 
                            后山                

                             ｜      

                            石屋                

                                  ＼ 

                                     竹林小径   

石屋 

    二位小沙弥(Xiao shami) 

    南  僧 一灯大师(Yideng dashi)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 和 southeast。 

ask yideng about 治伤 

你向一灯大师打听有关『治伤』的消息。 

一灯大师说道：「好吧，我就来给你治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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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灯使出一阳指功夫，给你治好了伤。 

ask yideng about 瑛姑 

你向一灯大师打听有关『瑛姑』的消息。 

一灯大师深深地叹了口气。 

一灯大师说道：「我很对她不起，如果你能让她原谅我，我将感激不尽。如果你见到她， 

请告诉她我已经出家了，法号一灯。」 

一灯大师说道：「从后山可以直接下山。如果你完成了到我这里来可以从瀑布那里 

直接走捷径(jiejing)。」 

n 

                                                

                                     
                            后山                

                             ｜      

                            石屋                

后山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down 和 south。 

> d 

                                                

                                     
                            瀑布                

                        ／           

               桃源县境                         

瀑布 

    渔隐(Yuyin)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west。 

 
                             ｜      

                            黑沼                

黑沼小屋 

    「神算子」瑛姑(Yinggu)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out 和 south。 

> 瑛姑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ask yinggu about 一灯大师 

你向瑛姑打听有关『一灯大师』的消息。 

瑛姑惊讶的「啊？」了一声。 

瑛姑说道：「想让我原谅他容易，让他还我孩子来！」 

瑛姑深深地叹了口气。 

瑛姑说道：「我那可怜的孩子是被裘千仞害死的，不关他的事。」 

ask yinggu about 裘千仞 

你向瑛姑打听有关『裘千仞』的消息。 

瑛姑说道：「是裘千仞这个老贼杀了我的孩子，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瑛姑说道：「如果你能杀了裘千仞，替我的孩子报了仇，我就原谅他！」 

瑛姑深深地叹了口气。 

瑛姑说道：「这样又有什么用呢？又不能让那个狠心的人回到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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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yinggu about 周伯通 

你向瑛姑打听有关『周伯通』的消息。 

瑛姑象是记起了什么，很想不通地「咦」了一声。 

瑛姑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如果你能把他找来，我原谅谁都行！」 

bo shu 

你用手拨开了树从，竟然发现有一条通道. 

> l 

                                                

                                     
                           小树林               

                             ｜      

                           小树林               

小树林 -  

    这是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郁郁匆匆的长着许多树木(shu)，北边好象有一片空地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 和 south。 

> 只见一阵风吹过，这条道又没有了。 

bo shu;n;n;n 

                                     
                            小屋                

                             ｜      

                            空地                

小屋 

    「老顽童」周伯通(Zhou botong)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 

ask zhou about 瑛姑 

你向周伯通打听有关『瑛姑』的消息。 

周伯通被你吓得脸都白了。 

周伯通说道：「女人的面是见不得的，她身子更加碰不得，你教她点穴功夫，让她抚摸你周身穴道，那便

上了大当……要娶她为妻，更是万万不可……」 

>  

ask zhou about 孩子 

你向周伯通打听有关『孩子』的消息。 

周伯通说道：「什么？？？我的孩子？我有孩子？」 

周伯通说道：「好吧，你先回去，我就去见瑛姑。」 

                                     
                          黑沼小屋              

                             ｜      

                            黑沼                

黑沼小屋 

    「神算子」瑛姑(Yinggu)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out 和 south。 

> 瑛姑自言自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ask yinggu about 周伯通 

你向瑛姑打听有关『周伯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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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姑朝你和善地笑着说：多谢你啦！你竟然能把他找回来，我已经心满意足啦！ 

瑛姑说道：「你去跟段皇爷和裘千仞他们说，我已经原谅他们啦！」 

瑛姑看着你会心地一笑。 

                                     
                            瀑布                

                        ／           

               桃源县境                         

瀑布 

    渔隐(Yuyin)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west。 

jiejing 

                                                

                                     
                            后山                

                             ｜      

                            石屋                

后山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down 和 south。 

s 
石屋 

    二位小沙弥(Xiao shami) 

    南  僧 一灯大师(Yideng dashi)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 和 southeast。 

ask yideng about 瑛姑 

你向一灯大师打听有关『瑛姑』的消息。 

一灯大师说道：「多谢施主！」 

一灯大师说道：「以前郭靖黄蓉曾来此与我研讨九阴真经，我就将它传与你，作为报答吧！」 

一灯大师向你详细讲述了九阴真经的内容。 

你的根骨增加了！！ 

你的悟性增加了！！ 

 

 

膂力：[ 26]  悟性：[ 36]  根骨：[ 45]  身法：[ 30] 

福缘：[ 30]  容貌：[ 22]  灵性：[ 30]   

 

 

【 剑  客 】古墓派圣使「有海南的么？」阿三(Newsplay) 

你是一位二十四岁的未婚男性人类，壬辰年六月二十七日戌时三刻生。 

膂力：[ 26]  悟性：[ 41]  根骨：[ 48]  身法：[ 30] 

福缘：[ 30]  容貌：[ 22]  灵性：[ 30]   

你是古墓派第五代弟子， 你的师父是杨过。 

 

来的时候是悟性36 根骨45 加了5悟性，3根骨！ 

左右互搏已经学了！减了3点悟性啊，不然现在悟性嗷嗷的高，患得患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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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力太低了，还出不了玄铁剑法的pfm，可恨啊。。。 

4.8 欧阳锋逆转经脉 

最近有人在嘉兴一带看到了欧阳锋的踪影，但他行动神秘，只可遇而不可见。  

4.8.1 秘密介绍 

如果你有缘能拜欧阳锋为义父(条件：年龄不大于18岁)，白驼弟子可获他传

授蛤蟆功的绝招“经脉逆转”，此后称霸武林，前途不可限量！  

解密提示：  

要求身受冰魄银针毒（和李莫愁有关）然后在陆家庄到嘉兴南门之间的树林、

河岸、卸、坟墓等地来回走动，机缘巧合就会见到欧阳锋，期间会有一些语言暗

示，请注意描述。见到锋之后，可以ask，也可以直接求他。他可能会答应帮你

解毒，但是会有所要求白驼弟子可认之为义父.  

要求：  

 白驼山弟子解谜：  

 先天根骨20，年龄不能大于18岁，否则后果自负，根骨不够的，建

议先完成一灯大师的秘密） 

 蛤蟆功，毒技有一定级别的加成， 根骨 +1 ，经验另外加2000，学

得使用蛤蟆功的逆转经脉pfm 

 其他门派：  

 只对年龄有要求且只能获得 10k 经验和 100点 内力。 

 这个秘密任何人只能完成一次。  

4.8.2 解谜大略 

1) 去嘉兴南湖那里有找李莫愁.跟她fight.让她用冰魄针打你.打中后.你会

中毒. 

2) 去嘉兴南门那里走sw方向到陆家庄附近.那里有树林.还有一个W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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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在树林里来回走。 

3) 如果符合福缘要求的话.会有一个提示就是感觉身后好像有人在跟着你。 

 如果福缘低的话应该不会出这个提示了。当出现这个提示的时候就

去河岸那里。 

4) 在河岸来回走动。 

 这里要非常注意。就是在河岸这里来回走动的话。会掉精力.（补：

不是精力，是精） 

 所以走之前一定要tuna把精力吐上去。（这里：用yun inspire恢复精，

或者吃药） 

 作的时候身上最好拿些养精丹。以防毒发身亡. 

 精力变0的话走一步晕一次.不会触发下一步的quest.只会白忙活（会

死，复活了重新来） 

5) 到这里走几次如果成功触发了下一步quest. 

6) 你会被领到一另一个地方。面前就会出现发神经的欧阳峰。 

7) 他会问你一些书上写的情节。看热闹就行了.重要的是有两个地方要你控

制。 

 一个是磕头。用ketou指令. 

 一个是叫爸爸.可以用jiao baba实现。 

8) 跟据出的提示一步步的作。 

9) 等到叫完爸爸他把你身上的毒解开后。就算学完了逆转了。 

以上是大概的解逆转的步骤。 注：  

^看见怪人，直接ask 解毒；然后一直磕头ketou，接着jiao 爸爸，之后turn就行了。 

^^走的时候长了，身上的毒就没有了(欧阳峰没来），还要去找李莫愁让她重新为你打几针。  

^^^可以一次无法实现。多试几次。 

4.8.3 欧阳锋现身说法 

说起欧阳峰这个人，其实也挺不错的，讲信用，像一个大宗师。为人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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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毒了点，不过俗话说的好”人之初，性本善“嘛，他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那也

是有原因的，看过《东邪西毒》就知道了。好了，闲话少说，今天的节目就是采

访欧阳峰，唉，这工作是有点危险，说不定欧阳峰就把我给生吃了，还不是为了

生计着想，zoom可是许下奖励的。  

『谣言』某人又开始做白日梦了。。。  

话说回来，干我们这行容易吗？一天到晚东跑西窜的，不就是为了挣几个钱

养家糊口。什么？你还不知道我是干吗的？我我。。。  

『谣言』某人举着好大的一个铁锤，不知道要砸谁。  

算了，这也怪我，没有介绍自己，听好了，本人就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能在水地连游七天七夜，气夜不喘，生吃鱼虾蟹，面不改色，人称玉面小白龙的。。。

“呵呵，不好意思，看小宝看多了。其实本人就是传说中的  

桃花岛使者「天姥山主人，新手帮助Player」李逸仙(Forever) 

『闲聊』飞天（zoom）：打住！给我干正事去，在烦扣你工钱  

『闲聊』李逸仙（forever）：我。。。。。  

『闲聊』李逸仙很有魅力的叹了口气。  

『谣言』某人：官大一级，压死人呀  

好了，言归正传，下面正是采访欧阳峰！我壮了壮胆，迈步走进嘉兴城陆家

庄前小树林内臭水沟边的一个破洞。  

我轻轻的敲了敲门。  

“come in，please”，声音深沉，难道是欧阳峰？  

”faint，不会吧，欧阳峰什么时候学的英文？准是巫师乱搞！”  

『闲聊』飞天（zoom）：人家欧阳峰家住西域，会两句洋话不奇怪吧。  

『谣言』某人：无语中。。。。。  

“吱。。。。嘎。。”我推门迈进。  

李逸仙：晚辈侠客行狗仔队第一成员桃花岛使者李逸仙拜见老爷子！  

欧阳峰：嗯，做吧。  

我随手拉了把椅子坐下，吱嘎一声，这椅子有年头了吧，坐着胆战心惊的  

李逸仙：老爷子，我这次来的目的是。。。  

欧阳峰：我很老吗？不要叫我老爷子，我大名叫欧阳峰，叫我峰哥就行了。  

呵呵，没想到采访还赚了一位大哥，以后有人罩了。哎呀，不对呀，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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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了吗？怎么这么清醒？  

我好奇的上下打量了一下欧阳峰。  

欧阳峰：别拿这种眼神看我好不好，你是玻璃我不是呀！哈哈，开个玩笑了。 

其实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现在全好了，再也不疯了。全亏了侠客行巫师组把我

治好了，感谢党，感谢人民！  

欧阳峰泪流满面，鼻涕四射，我赶忙运起落英身法，躲了过去，奶奶的，欧

阳峰内力果然精深，连鼻涕都能伤人，这要被打中了，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呀，肮

脏死了。  

『闲聊』飞天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  

『闲聊』李逸仙一脚踢向飞天的屁股，留下一个清楚的鞋印，好爽！  

李逸仙：打住，打住，峰哥，这个话题咱们以后慢慢聊，咱们还是聊聊别的

吧  

我心里大汗，没想到欧阳峰疯病好了之后性情竟好了许多，汗！  

『闲聊』冰冰（icer）：那还用说  

李逸仙：老哥，其实呢，这次我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关于嘉兴您的任务的一

些情况，我知道您放着白驼山那么舒服的地方不住，来到这破洞，是为了一个侠

客行的任务，您能给讲讲吗？看着您这劳苦为民的精神，我真是佩服的如滔滔江

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欧阳峰：（哈哈一笑）过奖过奖，其实这主要是为了报答巫师们的医病之恩，

加上我本人又羡慕江南美景，山也美呀，水也美呀，那个。。。也美呀（。。。你明

白不？）  

李逸仙：（赶紧）明白明白，嘿嘿  

『闲聊』李逸仙和欧阳峰相视嘿嘿一笑，不知又同时想到哪个坏点子上了。  

欧阳峰：其实这个任务的简要介绍在门派白驼里有，不过较为简略，但要点

都有了，我在此详细的讲一下。  

李逸仙：大家欢迎！  

李逸仙“啪啪”拍了几下巴掌，感觉人少了点，不好意思的把手插到了裤兜

里。  

欧阳峰：本任务名字叫『经脉逆转』，说的是 如果在嘉兴见到我，我会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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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经验和100内力，如果有缘拜我为义夫呢，更有无数好处 ，呵呵。虽然是白

驼山的任务，但人人可做，之所以人人可以做，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私心的，主要

是想让大家多了解一下白驼，给白驼山增加点人气，让这个世界的坏人更多些，

让这个世界更丑陋些，让我们去烧杀奸淫吧，让。。  

李逸仙：（慌忙打断欧阳峰的话）了解了解，峰哥您继续讲任务吧。  

（李逸仙挽起袖子使劲擦了擦汗，“唉，看来坏人终究是坏人，那个真是江

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欧阳峰：（不好意思一笑）呵呵，说多了，下面说说见我的条件，想想我一

代宗师，是说见就能见的吗？现在见个乡长都要事先打招呼呢，别说是我了，说

起这个，我那个气呀，想当年我去乡里为白驼山庄注册，那个乡长。。  

（李逸仙脸都青了。）  

欧阳峰：（看了看我）呵呵，不好意思，又跑题了，咱们言归正传。  

李逸仙：好的好的。（心想”怎么比唐僧还罗嗦）  

欧阳峰：这第一条呢，就是“要求身受冰魄银针毒”，为什么呢？问我为什

么？看过《神雕侠侣》没有？不中毒我怎么给你解毒呀。  

李逸仙：老哥，这毒可不好中呀，我都被李莫愁杀了20多次，只有几次被扎

针，难呀。  

欧阳峰：（气愤中）想见我哪那么容易，想不劳而获，没门！  

李逸仙：（急了）哎呀，老哥别生气，您要气坏了身子，怎么去尝我们桃花

岛的熏田鸡呀。  

欧阳峰一听到熏田鸡，口水都流出来了。  

欧阳峰：（态度转180度）好说好说，其实 呢想要扎针很容易，李莫愁这娘

们骚的很，只要你看她一眼，她就会杀你，多半会出针 。（look li）  

李逸仙：哦，原来如此，受教了，李莫愁够骚的  

欧阳峰：不如咱们谈谈李莫愁的密事？嘿嘿。。  

『闲聊』欧阳峰不知道又想到那里去了  

李逸仙：（狂汗）打住，打住，老哥，咱们还是谈正事吧。那个话题以后有

时间再谈。  

我伸手摸了把汗，这老小子老是想转移话题，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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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峰：好好，接着说。中毒以后你就“ 在陆家庄到嘉兴南门之间的树林、

河岸、小径、坟墓等地来回走动 ”， 注意不要跑太快了，我老胳膊老腿的哪追

的上你，你跑太快，失了机会可别怨我 。  

李逸仙：那怎样才合适？  

欧阳峰：每个场景停几秒吧，总得让我缓口气呀。唉，现在的年轻人呀，总

是不为老年人着想，特别是道路比较拥挤的时候（网速慢），我一个老人家，跑

来跑去，速度那么快，万一出车祸咋办？死了我一个事小，后来人不能完成任务

事大，那你可成了罪人了，小子，记住，不要跑快了，还有。。。  

李逸仙：（看了看表，快熄灯了，急忙叫住欧阳峰）老哥，停！停。时间快

到了，你看看，我还和周公有个约会，再说也到下班时间了，我们是不是明天再

谈。  

只见李逸仙一个晃身，不见了。  

欧阳峰：（郁闷中)唉，好吧，现在的年轻人呀，一点敬业精神都没有，唉。  

『闲聊』飞天（zoom）：给我回来，今天加班！  

『闲聊』李逸仙拿起一个写着“ＢＵＳＹ”字样的牌子往脖子上一挂，说道：

别打扰。  

『闲聊』飞天口吐白沫，昏倒在地。  

李逸仙：老哥请了  

欧阳峰：。。。，谁是你老哥呀，我叫欧阳峰！！  

『闲聊』李逸仙（forever）：。。。他咋了，受刺激了？  

『闲聊』飞天（zoom）：还不是因为昨天你把他甩了，这么多年，好容易有

个唠嗑的人，却又不能尽兴，岂不郁闷。  

『闲聊』李逸仙（forever）：。。。  

李逸仙：老爷子，您看看我给带什么来了，熏田鸡和好求汤，您尝尝。  

欧阳峰一阵狼吞虎咽，吃完之后，回味无穷呀。  

欧阳峰：小兄弟，呵呵，好，对老哥的脾胃，以后有你好处。  

李逸仙：呵呵，老哥，咱们是不是接着昨天的话题呀。  

欧阳峰：好，昨天咱们说到中毒了吧  

李逸仙：啊，老哥记性可真好，我对您的佩服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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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欧阳峰哈哈大笑了几声。  

欧阳峰：（低声说）小兄弟，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发现没有，中毒以后如果

不治疗，过一段时间就会被毒死（李逸仙：废话！），在此我向你郑重推荐一种药

品，白驼山“死不了”牌蛇胆粉，这个可解百毒，效果非常之好，是您外出旅游

的必备。  

李逸仙：（小声嘀咕）可是我听说很多是假货，都是土豆粉假冒的。。。  

欧阳峰：（脸色僵硬）。。。  

李逸仙：。。。  

欧阳峰：不说了，不说了。  

李逸仙： 其实养精丹就不错，一次买十几丸就够了，感觉自己不行了就吃

一丸效果挺好的，扬州药铺有售 。  

欧阳峰：。。。  

『闲聊』欧阳峰很有魅力的叹了口气。  

半响之后。。。。  

欧阳峰：（缓了缓气）咱们接着说， 中毒之后呢，就去陆家庄到嘉兴南门之

间的树林、河岸、小径、坟墓等地来回走动，机缘巧合就会见到我，期间会有一

些语言暗示，请注意描述。像什么“身影”了，“出现你背后了” ，那是我在观

察你，看你的根骨和福缘够不够。  

李逸仙：根骨和福缘还有要求？  

欧阳峰：（牛鼻烘烘）那是当然，我的蛤蟆功可是上乘内功，根骨不后如何

学呀，一个不好岂不是走火入魔。  

李逸仙：那倒也是，那需要多少根骨？  

欧阳峰： 先天根骨最少20。不够的话，建议先去找南帝那个老秃驴 。  

李逸仙：哦，呵呵，那福缘又有什么关系？  

欧阳峰：（叹了口气）唉！说来话长呀，我那儿子欧阳克的死不怨别人，是

他福薄呀，注定要早死，这是我近来研究命理之术得来的。  

李逸仙：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欧阳峰：你怎么这么笨呀，福薄岂不是早死！我辛辛苦苦栽培一番，过几年

就死了，我岂不是亏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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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仙：（恍然大悟）那是，那是。  

李逸仙：可是我也听说过有人福缘很低您也收了。  

欧阳峰：（叹了口气）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呀，人最怕有毅力，想想看，

要是有人在你家门前来回跑个几天几夜，你烦不？反正我是受不了才妥协的。  

李逸仙：（猛拍马屁）老哥真是大慈大悲呀，小子佩服佩服！  

欧阳峰：见到我之后，就ask ou yangfeng about 解毒，然后按照提示做就成

了。  

李逸仙：哦，我了解了，对了，老哥，您看我福缘如何？能否完成您的任务？  

欧阳峰：（仔细打量）嗯，你的福缘挺高呀，足有29，不错，不错（李逸仙

幻想中。。。），可是你已经成年了，只好放弃了，可惜一块好材料呀。  

李逸仙：啊，还有年龄限制？  

欧阳峰： 18岁一下可以完成这个任务，过了以后我就不收了，并且每人只

能完成一次！ 要不然我的工作量得多大呀，是不？这年头挣两块钱容易吗！  

李逸仙：那是那是，对了，老哥，采访就到这儿吧，您还有什么要求，尽管

提，包在我身上！  

欧阳峰：其实也没什么大的要求，就是想给我换换地方，你看这个地方环境

又差，气味也不好（对面就是条臭水沟），我身为一代宗师（教授级别），不说别

墅了，好歹也是个三室两厅呀。再看看我这屋里的摆设，电视机还是14的（冰冰

奶奶家淘汰下来的），冰箱更是臭水沟捡来了，也不给我装宽带，更没有马子泡，

整个一个要饭的，我苦呀！！老弟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呀，老弟，老弟。  

欧阳峰环顾四周，心里奇怪李逸仙哪儿去了。  

李逸仙早吓的小脸发白，逃了出去，心想“我自己还没达到这种水平呢，现

在的房价这么贵，郊区还四五千一平米，想我大本毕业，一月也就2000多，多少

年才能买的起，贼老天！！！！！！！”  

『闲聊』飞天（zoom）：。。。  

『闲聊』李逸仙（forever）：酷毙！  

4.8.4 解谜log 

经脉逆转欧阳锋谜题不完全过程以及解谜注意事项。 先讲一下，主要依照

大文 嘉兴欧阳峰所述。不过文中所提及要 “ ask ou yangfeng about 解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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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照着做艾，kneel ren 也可以（大约是经典解法）。  

参考 help menpai-baituo 中相关叙述 18岁以下，先天根骨20+，备用20 养

精丹， 让嘉兴李莫愁老姐打一针(hit li， 别 look li 危险)，到树林、河岸那里来

回走， 提示 n 次 “你突然觉得好象有人在你身后，转过头来却发现什么也没

有。” (12>n>5):然后……（剧情开始）  

你突然觉得好象有人在你身后，转过头来却发现什么也没有。 

忽听背後一人说道：「小娃娃，知道厉害了罢？」这声音铿锵刺耳，似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 

OK ， 打住，别再按键了，老弟我在此处多按键结果前后猜了4次谜. =)  

你好象被什么东西一惊，回头便发足狂奔。 

                                           

                                     

                         河岸--乡间小径   

                                     

                                                

河岸 -  

    江南水乡之地到处河泊纵横，前面是小河拦路，无法再行。后面是一 

片绿柳林，传出阵阵花香鸟鸣。左边一架小桥，从桥下几叶小舟，隐隐可 

以听见少女们正唱着那宛转动人的江南小调。 

    「高秋」: 残阳如血，一轮火红的夕阳正徘徊在西方的地平线上。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east。 

>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如果 “你脚下突然一软，骨碌碌地滚出了数十丈！”（失败…….快把莫愁老

姐打晕拿解药吃，然后再找她打针；或者吃饱养精丹到南湖溜达一圈重新来过。

不过此处我死亡好像无损失）  

出现如下剧情：（成功，恭喜。既然是根骨剧情，这个要看福源和根骨把，

我30福源22根骨，4次中2次成功，可惜没把握住第1次）  

> 你只觉手臂麻木，早已不听使唤，只急得大汗淋漓， 

不知如何是好，慌乱中跑进了柳树林子。 

怪人正盯著你看，不知道打些什么主意。 

怪人「嘿嘿嘿」奸笑了几声。 

怪人说道：你越是东奔西跑，身上的毒越是发作得快。 

                                                

                                     

                         柳树林--河岸 

                                     

                                                

柳树林 -  

    江南水乡之地到处河泊纵横，这片柳树林便生在一条小河旁，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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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飘摆，宛如仙子起舞。时不时还有一两只林中鸟兽从你身前跑过， 

当真是个好地方。前面小河拦路，无法再行。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east。 

    怪人(Guai ren)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 可以开始解谜了（以下隐藏若干解谜剧情和指令，待您挖掘）===)] 

 

 

>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l guai ren 
一位用头支在地上，双脚并拢，撑向天空的怪人。 

看上去疯疯癫癫的。但见他高鼻深目，满脸雪白短 

须，根根似铁，又听他喃喃自语，说著叽哩咕噜的 

怪话，极是难听。也许可以求他解除身上的寒毒。 

他看起来约七十多岁。 

他的武艺看上去炉火纯青，出手似乎极重。 

他看起来气血充盈，并没有受伤。 

他身上带著： 

  □布衣(Cloth)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 ask guai ren about name 
你向怪人问道：敢问老爷子尊姓大名？ 

怪人说道：我…我是谁？我知道我是谁就好啦。 

 

>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ask guai ren about 欧阳克 

你向怪人打听有关『欧阳克』的消息。 

怪人想了一会儿，说道：对不起，你问的事我实在没有印象。 

> ask guai ren about 欧阳锋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你向怪人打听有关『欧阳锋』的消息。 

怪人说道：欧阳锋、欧阳锋，听起来这名字挺熟的。。。 

 

> ask guai ren about 欧阳锋 

你向怪人打听有关『欧阳锋』的消息。 

怪人说道：欧阳锋、欧阳锋，听起来这名字挺熟的。。。 

 

>hp 
—————————————————————————————————— 

【 精 】：  287/  287 (100%)        【精力】：  303 /  437 (+0) 

【 气 】：  544/  545 ( 90%)        【内力】：  783 /  783 (+0) 

【食物】：  206/  260               【潜能】：   11052 

【饮水】：  203/  260               【经验】：   28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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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 guai ren about 洪七公 

你向怪人打听有关『洪七公』的消息。 

怪人说道：洪七公，这名字也熟。 

 

> ask guai ren about 欧阳锋 

你向怪人打听有关『欧阳锋』的消息。 

怪人说道：欧阳锋、欧阳锋，听起来这名字挺熟的。。。 

 

>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ask guai ren about 蛤蟆功 

你向怪人打听有关『蛤蟆功』的消息。 

怪人说道：蛤蟆、蛤蟆、蛤蟆。。。 

 

> ask guai ren about 欧阳锋 

你向怪人打听有关『欧阳锋』的消息。 

怪人说道：欧阳锋、欧阳锋，听起来这名字挺熟的。。。 

 

> ask guai ren about 蛤蟆功 

你向怪人打听有关『蛤蟆功』的消息。 

怪人说道：蛤蟆、蛤蟆、蛤蟆。。。 

 

>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kneel ren  
突然你感觉四肢麻麻的似乎不大灵便！ 

 
你猛然福至心灵，向怪人双膝跪倒，叫道：「求老公公救我性命。」 

怪人摇了摇头道：「难救，难救！」 

 

kneel ren  
你跪在地上对怪人道：「你本事这麽大，定能救我。」 

怪人甚是高兴，微微一笑，道：「你怎知我本事大？」 

>  

此处剧情略去， 继续kneel ren， 按照提示就好了，其中怪人会让你叫他爸

爸。  

只见怪人翻过身来，捏住你手臂推拿几下，已经将你中的冰魄银针毒解了。 

 
空中忽然几声雕唳，两头大雕在半空飞掠而过。 

 

 

怪人两眼呆望，以手击额，皱眉苦苦思索，突然间似乎想起了甚麽，登时脸色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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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我好象记得一个叫“白驼山”的地方，但、但。。。 

怪人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好象是个大戈壁，往西五百里骑白骆驼过去。 

怪人拍了拍狼牙的头，说道：“好孩子，乖。” 

 
接着怪人一步跨了出去。这一步迈得好大，待得第二步跨出，人已在 

丈许之外，连跨得十来步，身子早在桑树林後没了。 

你被奖励了一万点经验点！ 

你的内力增加了！ 

 

> hp 
—————————————————————————————————— 

【 精 】：  287/  287 (100%)        【精力】：  303 /  437 (+0) 

【 气 】：  568/  569 ( 94%)        【内力】：  883 /  883 (+0) 

【食物】：  197/  260               【潜能】：   11052 

【饮水】：  194/  260               【经验】：   290482 

—————————————————————————————————— 

4.9 江南八镇 

4.9.1 基本流程 

你向老唐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成都-老唐家） 老唐说道：「你去岳阳楼，给我买一盘君山银针，

记住，不是新鲜的我才不吃呢。」  

老唐开始给你讲了些人生的道理。 你给老唐一盘君山银针。 听完老唐的人生经历，你不禁感慨万千，你

的经验增加了60点。 你向老唐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老唐说道：「我这没什么事了，你去岳阳，

找李保长看看他有什么事。」  

你向李保长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李保长说道：「我好像在城里赶庙会时丢了一只一模一样的鞋，

如果你能帮我找到就好了。」 李保长给了你一只鞋。  

杂货铺 你仔细找了半天，却没有发现李保长的另一只鞋！  

李保长说道：「不错，这就是我赶庙会时候丢掉的鞋子。」 你给李保长一双李保长的一双鞋。 做完好事

后，你的心情大爽，不由挥舞起拳脚，练了起来。 你的经验增加了47点。  

你向李保长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李保长说道：「我这没什么事了，你去成都，武侯祠似乎有人在

找人帮忙。」  

北大街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north、west、south 和 east。 一个女声道：还是在青羊宫见面比较好。 人

影一闪而过，你还以为自己花了眼。  

少女说道：「其实我只不过和你开个玩笑，千万别介意啊，听说昆明平西王府的管家在找人帮忙，你从这

里坐大车，过去到昆明就知道了。」  

总管对你说道：你可以向我打听有关quest，赌债，江南八镇，debt的内容！ 你向总管打听有关『赌债』

的消息。 总管说道：「这个家伙，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找人教训教训他是不行了。」 总管在你的耳

边悄声说道：苗岭有苗人高手擅长下毒，你帮我跟他要一包毒药。 总管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从东门出去，

就是苗岭山林，苗疆处处剧毒，不可在山林边缘却可找到一种黄色小草。 总管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服食

后，苗疆毒雾难侵。 总管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进入苗岭后，要出来其实并不困难，所有一切都是障眼法，

你只要一直向西走，但是变换wu，wd，w就可以了。  

你给总管一瓶苗人毒药。 你回忆起在西南的经历。 你的经验增加了5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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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已经完成了江南八镇Quest————西南篇！  

你向总管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总管说道：「一日之后，据说镇江金山寺会有盛会。」 你向海法

法师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海法法师说道：「最近江南受了水灾，虽然藩库里粮食极多，但是藩司

却不愿意开仓救人，每天都要死很多人。」  

你向库房看守打听有关『兴趣』的消息。 库房看守说道：「其实你别看我只是一个看守，我最爱看的就是

书画了，尤其最推崇的是山水画。」 你心生一计，也许找到画笔和纸张，自己随便在北面山画一幅风景，

也能把他唬住。 你依稀记得，梦溪园里似乎有人在兜售画笔和纸张。  

北面山 -  

  北面山枕江而卧，由前、中、后三峰组成，形势险固。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 

 
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及《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等不朽诗篇。  

  「初冬」: 天渐渐亮了，天上没有晨星。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 southdown 和 northeast。 

hua 你认真挥毫，一气呵成，终于画出一幅满意的作品！ 你给库房看守一幅北面山山水画。 库房看守说

道：「这莫不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库房看守说道：「有这样的真迹，你让我干嘛都可以！」  

你给海法法师一袋大米。 海法法师道：善哉，善哉，江南的百姓有救了。 法师指点了你一些武学上的障

碍。 你的经验增加了314点。  

你向海法法师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海法法师说道：「好久没见到南昌的老白了！」  

你向老白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老白说道：「我这些砖头都要搬到北门外的，你能帮我吗？」 你

把砖头重重地堆在这里，舒坦地活动了一下肩膀。 在劳动中，你获得了9点经验，7潜能。 堆好了砖头，

你可以向老白复命了。 你向老白打听有关『done』的消息。 老白说道：「我果然没有看错你，现在壮族

山寨有只猛虎为害，你能去除掉它吗？」 老白说道：「有什么不懂去问问长老，去壮族山寨可能需要司南，

在南昌去老林的路上有卖的。」  

你向大长老打听有关『老虎』的消息。 大长老说道：「小路东面的山林里有老虎，已经害了很多人的性命

了。」 你向大长老打听有关『杀虎』的消息。 大长老道：加油啊，杀死老虎我们重重有赏！  

                          山林 

 

山林 -  

  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进来以后你几乎寸步难行，你可以原路退(tui) 

 

回，可以继续探索(tansuo)。 你分开两旁的树枝，艰难地向老林深处进发。 周围很安静，什么都没有发

现。 你分开两旁的树枝，艰难地向老林深处进发。 周围很安静，什么都没有发现。 看起来老虎想杀死你！  

 

 
 老虎不是人类，你突然觉得人类所有武学都不适合用在它身上。 

 
老虎渐渐要被你打死，你突然发现，什么老虎？原来竟是人假扮的！ 看起来穆敬八想杀死你！ 老虎死了。  

 

 

( 穆敬八气喘嘘嘘，看起来状况并不太好。 ) 

 
穆敬八把全身的劲力注入双掌，高高跃起，凝血神抓，一抓抓来，势不可挡！ 结果只听见几声喀喀轻响，

你一声惨叫，像滩软泥般塌了下去！！ ( 你气喘嘘嘘，看起来状况并不太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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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敬八大喝一声，终于死去。 杀死穆敬八后你获得了：  

      七千零十一点经验； 

      四千三百零五点潜能； 

 
也许，你可以去找长老领赏了。 穆敬八死了。  

你向大长老打听有关『杀虎』的消息。 

哇，你太厉害了！ 大长老道：我这有块石头，不知道有什么用，就给你吧。 大长老给你一枚风☆精金。  

 大长老道：我还有些东西，也全给你了吧。 

大长老抖了抖身上的衣服，仿佛在努力找到点什么…… 从大长老身上掉了出来一柄追日之枪 从大长老身

上掉了出来一颗山☆麒麟角 从大长老身上掉了出来一颗水★木灵 从大长老身上掉了出来一件巨灵之盔 

从大长老身上掉了出来一些黄金 从大长老身上掉了出来一柄追日之锤 从大长老身上掉了出来一柄追日之

匕  

你向大长老打听有关『杀虎』的消息。 大长老道：我们这没有老虎啦：）  

 

 
 老林                            ∧      

                        老林尽头 ←武夷山路   

 

> 南昌的历练后你越发熟悉这个江湖。  

 

你的经验增加了438点。 你去找江州的韩员外吧，他好像在找人帮他！ 你向韩员外打听有关『quest』的

消息。 韩员外说道：「你到城里杂货铺去买个鱼钩送给鄱阳湖畔的钓鱼人，他会指示你下一步的行动。」 

你给钓鱼人一个鱼钩  

 

 
 钓鱼人道：韩前辈送来鱼钩必有深意！钓鱼人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钓鱼人道：你去温峤府上看看吧。 

 你向温峤打听有关『help』的消息。 

 
温峤似乎很犹豫。 温峤说道：「既然你是韩前辈请来的，想必能为我排忧解难。」 温峤在你的耳边悄声

说道：我也觉得有点荒谬，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八角亭里夜里闹鬼！ 温峤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城内的和

尚道士都来过，一个人也没用！ 温峤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如果你能帮我探一探(tan)，我将无比感激。 温

峤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对了，只有夜间这些鬼魅才会出现，城里的杂货铺有桃木剑卖，也许你会需要。  

  「初冬」: 夜幕笼罩著大地，风沙刺骨。 

 
北大侠客行现在大约是晚上时分。  

 

 
 你在仔细地观察着八角亭里的动静。似乎没有任何异常。 

 
【 天色 】已经是午夜了，寒风挟卷着枯枝落叶，沙沙声不绝于耳 北大侠客行现在大约是午夜时分。 你

在仔细地观察着八角亭里的动静。似乎没有任何异常。  

 

 

 你在仔细地观察着八角亭里的动静。似乎没有任何异常。 

南侠wiki  第647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你自言自语的，好象很可怜啊… 

你在仔细地观察着八角亭里的动静。你突然发现所谓人影竟是一只大老鼠在拖着一只米袋子。 

 
所谓鬼音都是米袋和地面摩擦发出的声响。 你上前赶走了大老鼠，捡起了米袋。  

 

 
 既然找到元凶，快去把这只米袋交给温老爷，让他放心吧。 

 你给温峤一个破米袋。 

 温峤说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子曾经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果然很有道理。」 

 
温峤说道：「你太厉害了。」 温峤说道：「我这没什么事了，你去韩前辈哪里再看看？」 经历驱鬼事件

之后，你的经验增加了454点。  

 

 

 你向韩员外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韩员外说道：「应天府，将是你江南之行的最后一站。」 韩员外在你的耳边悄声说道：也许神策门外的老

汉需要你的帮助。  

 

 
 你向老汉打听有关『清洗』的消息。 

 

老汉说道：「老汉我，就靠清洗(qingxi)城门糊口了，如果你能帮我清洗应天府的至少八座城门，我一定

永远记得你的大恩大德。」  

 

 
 你在认真的清洗这座城门。 

 
这座城门似乎已经完全被你洗干净了。 你已经清洗了八座城门。  

 

 

 你向老汉打听有关『done』的消息。 

 
老汉说道：「实在太感激不尽了！」 老汉嚎啕大哭起来。  

 

 
 老汉道：清凉寺的老和尚正有事找你呢。 

 

老汉苦难的人生经历给你上了一堂课。 你的经验增加了488点。 江南的历练已经完成，应天府的大门向

你敞开！  

 

 

 你向老和尚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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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和尚说道：「既然你已游历了江南八镇，准备好拿奖励了？」 江南八镇Quests的奖励根据自身经验有

一些浮动，避免低经验做完一步登天的状况， 你如果愿意此时领奖就再ask一遍，也可以等你厉害点再领

奖。  

 

 

 你向老和尚打听有关『quest』的消息。 

 
老和尚开始和你一起回忆你在江南的游历。 老和尚道：施主大智慧，并非凡人，此番历练必将有益此后的

武学进展。 你的经验增加了二十一万三千零八十四点，你的潜能增加了六万四千二百九十八点。  

4.9.2 注意事项 

1) 根据老侠客们的研究，经验在6.5M以上的朋友 可以去体验体验。 

2) 在江南，老林向北反复走，就到了。 

3) 打老虎的时候不能发pfm，要平砍。 

4) 老虎死了会出现一个人，使用 凝血神爪， 一下抓掉武器，空手会被直

接抓死。（真死） 

5) 打老虎的树林进去了就出不来，必须杀虎，杀人，不然就quit，要不就

回武庙 

6) 老侠客们的经验，为应对，凝血神爪第一下是抓掉兵器，可以尝试多带

一些简单的兵器。 

7) 策略是busy强杀。 

8) 效果是，给个宝石，另外可以进出应天府。 

4.10 左右互搏 

4.10.1 注意 

1) 解互搏的要求是悟性-福源/4<=20，且悟性越高解密需要的时间越多，有

的要几天才能完成 

2) 而且学会后要降低1-3点先天悟性（应该都是3点？） 

3) 学会之后再也不能进洞见周伯通。（除非扛进去） 

!!!!大家考虑好了再去!!!! 

4.10.2 具体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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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去桃花岛，ask huang {黄药师} about 周伯通 

2) ask huang about 桃花迷阵 

3) (注意：这一步精神气血400以上才不会死掉) 

           ask huang about 碧海潮生曲 

4) 醒过来，去桃花林，nw，进林子里面， 

           按照宫角羽徵顺序， 

           每走四步停下等3秒 

5) 停下来会自动到达一个墓碑前面，kneel bei 4. 

6) 然后north;enter hole 

7) 进洞后，cai keng;mo branch;open door 

8) about 九阴真经;ask zhou about 故事;ask zhou about 后来怎样;ask zhou 

about 左手和右手打架的功夫;answer yes;ask zhou about 左右互搏 

9) 最后，你就hua fangyuan 吧 

10) 快则几个小时，慢则几十乃至一百多个小时，记住要不断save.直到学会，

中间应该可以quit，再次听歌，可以继续画。 

4.10.3 关于习练要求的研究 

1) 基本上如果去了可以画方圆，就可以学成时间么，悟性越高越难。按照

经验，福缘40也可以让悟性30的ID学成。。 

2) 我悟性10，福缘30的学习经验： 

      成功了，你领悟了「双手互搏」之术！！ 

      你突然兴奋得跳了起来，看来是有所顿悟！ 

      你觉得学会了「双手互搏」后，思维似乎变得迟钝了一些！ 

      [江湖谣传] 据说XX经过多年的苦练，已经掌握了左右互博绝技！ 

     （MushClient的记录：一共71个提示-描述^，9161个圈圈和方框。 不到24小时 wx10 fy30）    

  2.5 我另外一个ID尝试，WX25 FY29， 断断续续的画了3天。 

3) 有一种情况ID，去画方圆，说呢悟性太高不能学，好像就应该不能学了，

需要高手添加解决方案。 

4) 没有经验，没有武功也可以学。 但是要求气血（可能还有-精神）。  

5) 气血要求400+，不然黄药师一曲直接震死了。直接380左右的伤害^^。 

6) 学会了，没有技能提示，直接战斗中就会提示-使用左右互搏。 

7) 不需要另外升级学了。 

8) 学了互搏要小心，有些任务是需要战胜，有了互搏可能发动互搏时给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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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打死，任务失败。 

4.10.4 学习时提示信息（以供robot使用）：  

  你对双手互搏多了一点认识。 

  你对双手互搏加深了一些理解。 

  你对双手互搏的要领有了一些理解！ 

  你对双手互搏要领大部分都掌握了，加油啊！ 

  你对双手互搏的要领已经很熟练了！成功就在眼前！ 

4.10.5 论坛信息的原文补充 

mister 2010-4-10 12:08 PM：（感谢mister大侠提供资料）  

 黄药师吹箫会精确地造成383.33333333点气血上限伤害，取整后得383，气血上限小于等于这个数值，

直接死. 

 学互搏只要200点精上限就死不了... 

4.11 晋阳药铺 

你从存款中划出一两黄金作为咨询费用交给郝巴。 

郝巴对你说道：你可以向我打听有关交个朋友，木桶，蛇床子，帮助，生甘草，热水，地骨皮，独门秘方，

千金方的内容！ 

 

ask hao about 帮助 

你向郝巴打听有关『帮助』的消息。 

郝巴说道：“我这里没有蛇床子了，我又脱不开身，你能帮我到各大药铺看看吗？” 

 

在苏州药铺买到蛇床子。 

 
郝巴说道：“不错，这正是我急需的蛇床子，麻烦你了。” 

你给郝巴一枚蛇床子。 

 

ask hao about 交个朋友 

你向郝巴打听有关『交个朋友』的消息。 

郝巴说道：“好吧，你这人心肠不错，我们就交个朋友把。” 

郝巴偷偷的说：这位客官，你要的那东西诸葛不亮有。 

 

ask hao about 独门秘方 

你向郝巴打听有关『独门秘方』的消息。 

郝巴说道：“我家世代行医，也留下一些珍贵的秘方。” 

郝巴说道：“蛇床子，地骨皮加生甘草用热水煮开，每岁坚持泡澡，会有神奇的功效。” 

郝巴说道：“二十岁之前坚持用这些药材连续泡澡甚至有易筋锻骨的功效。” 

郝巴说道：“唯一的遗憾这种夺天造化的功法似乎不青睐懒人，发呆偷懒过的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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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枸杞、甘草需要加工后才能使用 

■ 泡澡得用热水 

■ 现在条件放宽到24岁，在24岁之前每年连续泡澡会增加先天根骨 

zine： 要想获得永久根骨奖励，必须是新手，而且发呆室/洛阳私塾碰都别

碰了。 纯属个人好恶，我比较不待见发呆练功模式。 

至少1点，可能2点根骨，获得3点根骨也有可能，但要人品好到一定程度  

根据hash大侠的提示：  

 灵州酒馆买枸杞然后xiao gouqi 得到地骨皮 

 白驼欧阳克那有甘草zhai gancao 然后bo gancao 得到生甘草 

 扬州当铺买蛇床子 

 去扬州杂货铺买水壶(Pot)去信阳温泉灌热水 灌热水的命令是 guan 

 找郝吧要木桶（第一次需要上面和郝巴交涉的过程，以后直接ask hao ba 

about 木桶就可以了） 

 把所有东西灌木桶里回家泡澡（家在扬州牙人那里买，100gold，18岁

可买，买了之后牙人那里enter 你自己的id 就可以进家门了） 

 18岁可以泡到24岁，而且18岁之后不fullme得话年龄是不会增长的 

 一直处于fullme状态下的话，24小时在线时间年龄增加一岁 

提示：  

■ 蛇床子是在襄阳药店、扬州药店、苏州药店均有可能，当然更直接在当铺购买更方便。如果都买不到，

现在在杭州玩家当铺有售。 

■ 洗第4次和第5次之后会有一个临时属性的提升  

经过药水的浸泡，你觉得自己举重若轻，力大无穷   --》臂力+3 

实际这个是个临时属性，下线了会消失，需要再洗一次，就是说6年，共6次。正确提示：  

经过少年时期药水的不断浸泡，你觉得自己的先天根骨有了明显提高！ 

以上是先天跟骨提高的提示。  

相关命令 

 

guan  

add zi 

add pi 

add gancao 

do 3 add re 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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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h 

补充：少加一味药是可以bath的，所以bath以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因为每岁

只能bath一次，以免白白浪费呀。 

4.12 易容术 

news里面不能写太多，而且用cmud写看不见写的东西，写完也不能修改，

自这里多写一点，算是帮助大家能够入门这门技能。 首先开始从扬州的原来镖

局哪里开始，哪里新开了一家店铺，先买蒙面头巾尝试尝试吧，西游记人物面具

不是你没有入门的能够戴上的。  

识别技能店铺里面有一本书，读了就有了一定基础了。  

接着我来谈谈伪装和识别伪装的攻防难度设置，每次伪装成功对于你伪装的

形象有一个伪装复杂度设置，伪装复杂度和三个因素相关：伪装技能等级，后天

容貌，伪装道具的伪装技能增益和最大伪装复杂度限制，其中后天容貌是减项，

每比20点容貌差一点将获得5点复杂度减项，30点容貌以上每差一点多减10点复

杂度，1级伪装技能1点复杂度，越高级的伪装道具获得的技能增益和最大复杂度

限制也就越高。目前提供的蒙面头巾是限制0到50点复杂度可以佩戴，最大复杂

度50，西游记面具是50到100复杂度，最大复杂度100。  

伪装技能的提供就依赖于伪装道具的熟练使用和以后可能的任务设置，每次

使用伪装道具获得经验和伪装复杂度直接相关，系数和后天容貌相关，20点容貌

系数最高，30以下容貌系数略有减少，30以上容貌系数最低。  

识别技能除了书和以后的任务以外，最通常的提高依赖于对于伪装的识别，

伪装的识别只要你look伪装的那个人，就会自动进行识别判断，只要你的识别能

力比伪装复杂度高，就会识别成功。识别能力和你的识别技能等级以及后天悟性

都有关系，后天悟性是一个加项，最好到将读书写字技能练高一点比较好，否则

识别加项还是比较低的。  

每次识别成功都会获得识别技能的提高，提高的经验点数直接依赖于你的识

别能力，提高的等级受限于对方的伪装复杂度，你的识别能力低于对方伪装复杂

度的两倍范围内都能获得识别能力的提高，提高识别能力的系数和后天悟性相关，

记住两个门槛悟性50点和100点悟性，这两个悟性直接影响你的提高幅度。  

后续可能会推出简易易容套件、人皮面具等等，简易易容套件将会让你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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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加减的后天容貌调整，需要你有100以上的伪装复杂度能力，人皮面具或者其

他名字的高级易容技能应该是要从300复杂度起步，  

4.12.1 杀手帮楚云飞不提供改名服务 

以后楚云飞提供的是面具伪装服务，被识别难度和你的杀手等级有关，最低

很容易被识破。  

4.12.2 扬州新开店铺 

原来镖局的地盘新开了一家店铺，里面卖面具  

面具使用可以提高伪装技能等级，识别伪装可以提高识别技能等级。  

伪装和后天容貌有关，越普通越好，否则伪装技能提升难度会非常高。  

识别技能和后天悟性有关，越高识别难度越简单，识别可提升的等级是同样

伪装物品的两倍。  

蒙面头巾是最入门的伪装物品，西游记人物面具等级更高一点，需要蒙面头

巾练满才行  

伪装技能学习难度越高的人学习的伪装技能等级越高，但是效果和容貌普通

的表现一样。  

4.12.3 伪装技能附加说明 

look 伪装的人就可以自动识别伪装，识别技能是一个被动技能，识别技能

比伪装技能提高容易得多。  

4.12.4 扬州奇珍阁提供新商品 

简单易容包，需要最低易容复杂度100，能够伪装的最高易容复杂度300，技

能升级的极限复杂度200，  

一共可以使用6次，你的易容技能越高复制的npc信息越完整，最高300复杂

度的时候可以复制完整信息。  

4.12.5 简易易容包的附加说明 

临摹有经验和轻功技能限定，差距不能太离谱。 

化妆提供随机-5到+5的后天容貌调整，以后更加高级的工具调整幅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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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6 易容术新增内容 

慕容的阿朱提供易容术和火眼金睛术的学习机会，火眼金睛术每次学习消耗

门忠50-100之间，  

易容术每次学习消耗门忠150-250之间，所以每次最好学满50次，否则消耗

很大的。  

判师或者出师到慕容的不允许学习，易容术需要你学满300级火眼金睛术才

能学习。  

新的易容工具普通易容包出售，价格比较贵，可以帮其他人易容和卸妆。  

该易容包从复杂度250开始，最大复杂度500，技能升级极限复杂度400，  

并且该易容包的化妆提供-9到+9之间的后天容貌调整，化妆只需要200级易

容术就可以使用。  

阿朱学习必须超过3000门忠才行。  

普通易容包帮别人易容的时候消耗加倍，并且不增长易容术。  

普通易容包其他功能类似简单易容包，易容上相当于简单易容包最高一级标

准的易容水平。  

面具，简单易容包和普通易容包的易容可以叠加，目前就三种最多叠加三层

易容。  

面具必须最外层，其他没有要求。 

4.12.7 黄蓉提供易容术教学 

桃花岛和丐帮弟子都可以学习，学习要求看阿朱的要求。  

黄蓉有250级火眼金睛和350易容术  

4.12.8 保卫任务奸细 

保卫任务的奸细现在使用伪装技能来进行伪装。  

伪装难度为100到250之间，有极小概率为200到500难度之间。  

4.12.9 精致易容工具包 

基本上和普通易容工具包类似，只是增加了复制玩家信息功能。 

使用复杂度从150开始，最大复杂度1000，技能升级极限复杂度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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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提供了-12到+12的后天容貌调整机会，化妆只需要150级易容术。 

本易容包只有藏经阁副本的任务怪物身上有极低的掉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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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攻关宝典 
 

5.1 丹药 
无常丹 随机长最大精力1-5点，非桃花岛弟子不能吃 

找桃花岛郭芙(Guo fu)要 

天王保命

丹 

可以治伤，效果比金创药(Jinchuang yao)好一点，没有什么大作用 

可以找黄药师要 

田七鲨胆

散 

桃花岛弟子才能吃，随机长最大内力1-10点 

可向程英要 

天仙玉露 治好所有伤，气血加满，内力加满，食物和饮水到400 

在归云迷魂阵进去能拿到 

渡劫时不能吃 

天香断玉

膏 

治愈所受的伤 

在全真老者处，受伤后ask 老者 about 药。全真弟子才可以要 

蜂王蜜 最大精力与最大内力各加一点，只有全真弟子15岁以上，5000经验才可以用 

在全真的树林空地search 

大还丹 最大内力加1点，需激发混元一气再吃，并且身上药性还在时不能吃否则降内力。 

可以向道象禅师要小还丹、大还丹(这个谁都能吃，至少我wd吃过，ct吃过) 

小还丹 加内力200点 

蛇胆膏 最大精力600以下每个加20点最大精力 

最大精力1200以下每个加16点最大精力，否则每个加12点精力 

给白驼药房的小青一只青蛇胆，一只金蛇胆，一只菩斯曲蛇胆她就会帮你做出蛇胆膏。 

茉莉花露 最大精力加1点 

寒梅花露 最大内力加1点 

玫瑰花露 精气全部补满 

三种花露可以向阿朱要，只有慕容弟子能吃。 

雪参玉蟾

丹 

最大精力小于500时加最大精力2点，大于500时加1点 

在紫禁城御药房可以捡到 

天山雪莲 加最大精力1点 

在星宿赛马场ask ala about 马，fight ala，拿到伊犁马。在天山山路 

有(valley)的地方ride ma，jump valley，两个采药人身上各有一支，地上有一支。 

玉蜂浆 随机加最大精力-1~5点，并且治好伤，气补满。 

在古墓侧室可以捡到，古墓弟子才可以用 

蟒蛇胆 加内力小点300 

在归云的蟒蛇洞杀死蟒蛇可以拿到 

人参 经验5000以上才能吃，加最大内力5点 在峨嵋后山search可以找到  

熊胆，灵

芝 

加内力小点300点 在襄阳乱葬岗打晕黑熊可以拿熊胆，地上能捡到灵芝 

九转熊胆

丸 

加最大精力15点，最大内力10点，道德大于0时减道德1000，小于等于0时加道德1000（好像很

不合理，抢人家药还加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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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猎户 about 医生，ask 程灵素 about 救人，带她去见猎户。再给程灵素(给的时候有1秒左

右的busy) 

万年玄冰，麝香，虎骨，熊胆，灵芝，程就会给你九转熊胆丸 

菩提子 加最大内力100点 

在少林金刚伏魔圈向渡难要 

严格来说，一岁吃一颗的说法不正确，至少不准确。因为：菩提子的判定有几个条件，其中之

一的条件是按照poison的方法计算——就是所谓的药性，持续时间大约是1 mudage，这个就是

通常一岁一颗的说法的来源，但是，请记住：poison是每个心跳发作一次，一直到消除，而这

里最关键的就是心跳，在打坐、吐纳之类的动作下，心跳会接近停止，在没有心跳的时候poison

不会发作，也就不会消除！所以，吃的时候务必先问过药性，否则就有可能出问题的。 

女娲石 灵柩拿松果、黑风山拿巨蟒胆、关外拿老参、天山拿雪莲 

归云炼丹房给炼丹人 

一个20点最大内力 

火龙丹 加20最大内力 

任务掉落 

千年火龙

丹 

加30最大内力 

加20最大精力 任务掉落 

百草丹 内力小点加满 

任务掉落 

迷春药 食用后不停全身发热，每次发热身上所有东西往地上掉，同时减100精力，直至精力值为1。 

药效持久，需要到丽春院找韦春芳发泄祛除，请不要轻易尝试。 

任务掉落？ 

五仙大补

酒

(Wuxian 

jiu) 

这好像是五仙大补药酒，不过有一股尿骚味，估计是不能喝了。 

效果：无法喝，无法吃，无法卖。废品？ 不加料版的五仙酒可以full内功，CD为3分钟，在CD

内再喝会晕倒 

仙丹

(Dan) 

一颗园园（wiz，错别字）的火红仙丹，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效果：随机增加一点属性。 

5.2 随机装备 

随机装备指的是在做任务时掉落的装备，不同于系统内存在的固定装  备，

这些装备的属性是随机的。装备系统最开始由Vast建立，经过Whuan修改，目前

初步开放。 

5.2.1 装备分类 

武器、盔甲和饰件。每个随机装备有两个基本特性：品级和凹槽。品级有八

种，凹槽则根据装备不同而各异，最多三个凹槽。随机装备可以镶嵌宝石来获得

特效，没有镶嵌宝石之前装备是没有特效的。 

武器共有九种：剑、刀、杖、鞭、斧、枪、锤、戟、匕 

级别共有八种：沉水、赤焰、荡寇、彗月、照夜、追日、断阙、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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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甲共有九种：铠甲、靴、袍、手套、盔、盾、披风、腰带、护腕 

级别共有八种：机杼、苍野、青幽、百战、鬼烈、巨灵、深罡、九日 

饰品共有两种：戒指、项链 

级别共有八种：恶来、玄狐、洛神、盘瓠、儵忽、帝江、烛阴、盘古 

5.2.2 鉴定装备：identify <装备> 

扬州醉仙楼二楼有人知道点这方面的知识，还有本宝书《江湖兵器谱》，拿

到者可以自己鉴定装备。《江湖兵器谱》不能长期持有，会消失或者蒙面人来抢，

消失或者被抢了都属正常。 

5.2.3 装备保存  

没有自动加载或保存的随机装备会在丢弃、破损、quit和系统重启后消失，

装备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保存: 

1) 在名人堂无欢处或者杭州铁匠铺自动装载，条件是级别十六级或以上。 

自动装载 

 (autoload xxx)需要花费10两黄金每次（目前暂不收取），同时可以花费50两黄金进行改名，而取消自

动加载(disload xxx)则无需任何费用。自动装载最多3件兵器，12件盔甲（含饰品）， 

加载后quit或者重启以后，装备不会消失。 

2) 宝石可以存放锦囊，至少需要10级，存放的数目上限是玩家级别的四倍。

死亡后可以到洛阳望星楼一楼buy jingnang 

3) 武器、盔甲和饰品还可以在扬州的聚宝斋进行保存，需要支付保存的费

用。条件是需要解开鹿鼎山的谜题。 

5.2.4 装备修理 

在洛阳、杭州铁铺伙计或者门派随从处输入fix xxx可以修理装备，掌门大弟

子回本门派问其它NPC关于修理的事就可以修理兵器 

5.2.5 装备重装  

装备被打掉等后可在武庙二楼或者杭州铁匠铺用reload指令对装备重装 

5.3 门忠 

5.3.1 说明 

1) 门忠任务接了不想做建议放弃，没有cd时间限制，马上可以接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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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时间，不好做的，放弃。才扣门忠1-2点，门忠为负的也没关系，

多做几个就回来了 

2) 门忠物品要注意，要看准中文名字，和括号里的拼音，有很多东西是中

文一样，拼音不同，如：有的拼音中有个空格 “长鞭(changbian)“ 和 

“长鞭(chang bian)” 

3) 有时候门忠任务会反复同一个，而物品不够，所以，放弃，再来。 

4) 常见物品当铺都有售，那是其他玩家打到的，卖到当铺的。 

5) 如果是集中做门忠，可以自己或者请老玩家帮助，把门忠的NPC搬到扬

州广场附近，一般的都放在当铺。（搬NPC注意，在接近15，30，45，

00分钟的时候搬，用time看时间） 

6) 有些物品可以多买，多拿几个，为了再次接到做准备。 

7) 一般的，初期不需要门忠，想学高级一点的功夫，或者拜长辈师傅，掌

门，一般都有1500-2000的门忠要求，所以初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奖

励不好。 

8) 3000门忠以上可以申请掌门大弟子，详情请见wiki 

9) 50W经验一下做吧，听老玩家说，经验太高了，门忠会有些BT。一般在

30-50W左右时候，一次能给10门忠左右。 

10) 论坛里有npc列表，和物品列表可以下载，自己多看看论坛 

11) 网上有南侠的工具箱可以寻找物品和npc 

5.3.2 物品 

名称 地点 备注 

道德经「第十

三章」 
武当复真观 当铺没有我都懒的上武当，书类靠刷，不一定刷出什么 

短剑(duanjian) 扬州的铁匠铺 买吧，多买几个 

好逑汤(tang) 桃花岛的饭厅 随机刷的，一次一个，路过就拿着 

火折(fire) 天山，苏州等地的小贩，买 
 

旧竹片

(bamboo) 
少林后山的达摩洞 这个是练轻功的，经常有人卖到当铺 

牢房钥匙(key) 扬州的崔员外 杀了拿，还是要有点功夫的大概60级+ 

狗皮 扬州崔员外家的狗 
 

六脉神剑剑谱 天龙寺的枯荣大师 天龙500+门忠，问才给。没人帮助就当铺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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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鞋 苏州，归云庄的小贩 买吧 

少林英雄令 扬州南大街托钵僧 
给僧人1Gold，他会给你的，上少林也要用到的，敲门用

的 

水壶 扬州杂货铺 买 

水靠 嘉兴的谷底 

先从当铺买条鱼(fish)，然后到嘉兴谷底 ask diao about 

独孤求败；北上有个钓鱼的，ask yu about 过河;give yu 

fish 

天山雪莲 天山星宿s;w; 
骑上马，越过山谷jump valley;一般有刷出，杀采药人，

也可能有。没马不行，训吧train horse; 

雷震挡 明教山下绿柳山庄 杀了赵一伤，拿。门口的家丁可以杀，也可以给10silver 

熏田鸡 桃花岛饭厅 和好逑汤一样 

衙役服(yayi 

cloth) 
扬州衙门 杀，打晕个衙役就拿，当铺一般也有 

爪法入门(claw 

book) 
洛阳镖局门外 小厮，出售2G吧。当铺经常有 

手信 华山寝室 
在寝室里 move desk 得到信纸(paper)，去华山脚下的玉

泉院找李铁嘴 ask teller about 伪造 

粽子 归云庄，烟雨楼 小二卖，过去买吧，不想过河就看看当铺，多买几个 

无量寿经 少林藏经阁 看看武庙的box有没有，我懒的花1G上少林，还不一定有 

大金刚拳法 少林藏经阁 
同上，一般少林的看武庙，武当的看当铺，没有放弃，

有好人拿来放在武庙的，南侠有千万个善人 

玄铁剑 嘉兴谷底，过河 

同上的水靠，拿了水靠，swim过河，pick sword，有可能

给别人拿了，这个自己用用也不错，比南侠青峰剑强2倍

以上，永不磨损哦 

虎皮 归云庄外树林 
那个小迷宫，走进去就有老虎走过来，打虎。拿皮。有

点功夫再打虎。别啥都不会就去 

玫瑰花 无量后山 

天龙寺附近的无量山，climb stiff;然后climb yafeng;再走一

两布就看见各种花了，常浇水water flower，干了，就失

败了，随机刷各种花，玉白露，等 

华山剑谱 华山下的小村 

有个地痞ask punk about 王小二;他说在庙后，到打谷场

nw那边的庙enter hole;ask wang about 偷鸡;然后跟他

bihua;就给了。登录一次就一次机会吧 

长鞭

(changbian) 

古墓小玲、天山阿拉木汗、绿柳山

庄吴六破 

杀了，拿。另外：阿拉木汗可以要到马，ask 赛马;然后

fight赢了就行了 

说文解字 扬州书院朱熹 当铺也都有，2G 

毒蛇胆

(shedan) 

天龙的无量山，嘉兴谷底蛇窟，归

云庄外蛇窟，杀蛇  

紫霞秘籍 
在华山的陆大有，当铺很多，带着

秘籍碰到陆大有会杀人哦，他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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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范围内追杀。 

手杖 归云庄小贩，少林山脚下也有 
 

烤鸡腿 扬州醉仙楼买，当铺也有 
 

铁背心 少林和尚院二部 
要是少林寺的弟子，e，open door，e，n，ask chanshi about 

铁背心 

清水葫芦 饭厅 一般门派都有 

花雕酒袋 扬州醉仙楼，当铺有 
 

烤鸭 扬州醉仙楼 
 

麻辣豆腐 饭堂，一般门派刷 
 

戒刀 

少林弟子，和尚院二部，e，open 

door，e，n，ask chanshi about 戒

刀。 
 

玉竹杖 路上捡的，去当铺碰碰运气 
 

竹叶青 
去扬州云台街，酒店，向沈千盅买 

buy zhuye qing  

烧红的铁锤 华山村冯铁匠 kill and get 
 

5.3.3 找人 

多看看地图，npc一般都有标出的到了指定区域用localmaps看看，都找得到。  

梁法 华山，过了陆大有就看得到 

牧羊人 天山山路上 

商人 送钱，去归云庄外的太湖街give 1 gold to shang ren; 

书生 泰山大驿道，泰山山下 

赵狗儿 
扬州丐帮，走丐帮地道，走竹林都行，简长老不让过，杀了过（120级以上

安全，可以偷袭）。丐帮随便进 

药铺伙计 扬州药铺 

采花子 星宿海 

崔员外 扬州崔员外家 

七寸子蛇（这个不显示名字，

黑色字） 
归云庄蛇窟：眼睛蛇，竹青蛇，等蛇，无量山也有几样。 

花匠 在白驼山，别走白驼山的沙漠，看看南侠路径怎么走，扬州钱庄问问去 

海公公 泰山大驿道 

旗众 各种五行旗，旗众，当然明教 

流氓 各种流氓，在扬州广场附近 

农夫(woman) 有好几个，门忠的是在日月教的小村里，有点功夫才行，同样要过童XX守门 

日月教众 在日月教，门口就有 

蛇奴 白驼山后的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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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蛇人 白驼山下的小村子里 

小喽罗 
武当山下有个岔路su的地方，也是丐帮暗道去武当的出口处，要点功夫，有

好几个敌人叫杀呢 

小土匪 同上，武当山下 

星宿号手 星宿门口有各种乐队，过去直接杀，别碰带名字的就没事 

庄丁 明教山下绿柳山庄 

挑夫 
 

巨蟒 归云庄蛇窟，天龙寺的无量山都有，比较不好杀相比其它，挺危险 

黑老板 
70+以上再考虑，在天山附近有个六盘山，然后wd，有个黑店，叫杀，open 

men;eu;才能出 

霍都 
霍都王子伪装成了何师我，在南阳城，ask he about 霍都;多问几次，他会叫

杀你。100级功夫会安全些 

狮吼子 星宿的，如果是战胜的话，别打死了。 

王五 扬州醉仙楼 

媒婆 扬州红娘庄 

蜜蜂 全真教树林 

小孩 华山村，很多地方啦 

裘万家 在扬州丐帮的洞里 

游客 归云庄太湖街 

王铁匠 
 

打铁僧  

5.4 宝石系统 

注：任何宝石可以用gem来代替其英文名。 

5.4.1 宝石分类 

阴阳五行类共有七种：日魂、月魄、精金、木灵、玄冰、炎晶、玉髓 

麟凤龟龙四灵：神龙骨、凤凰羽、麒麟角、玄武甲 

品级共有八种：天、泽、火、雷、风、水、山、地（从高到低） 

所有宝石均有阴、阳属性（玉髓是中性） 阴性标志为☆，阳性标志为★，

中性标志为◎ 。 

5.4.2 宝石介绍 

 精金：西方庚辛之气凝结而成，色银白，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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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灵：东海有扶桑之树，上古神人所栖，每千年而有木灵生，色青，

触之若无物。 

 玄冰：极北万年冰山所孕，色玄黑，寒气逼人。 

 炎晶：地肺熔岩受南明离火所化，色赤红，温度极高。 

 玉髓：受中央戊己土气所钟而生玉魄，色黄，入手温润。 

 日魂：太阳真火凝聚而成，乌金色，能破邪怯魔，千军辟易。三颗阳

性宝石合并而生，不可直接掉落。 

 月魄：太阴真火凝聚而成，月白色，能摄心定神，百邪不侵。三颗阴

性宝石合并而生，不可直接掉落。 

5.4.3 合并宝石 

 combine <宝石>  

三个同样的宝石可以合并成高一档次的宝石，如三个地★炎晶可以合并成一

个山★炎晶，合并宝石要消耗玩家的大量内力，并且会降低最大内力。 

 merge <宝石>  

命令用来合并日魂、月魄或者中性禽兽，根据liushuii测试报告，合日魂，gem

降1级，合月魂不降。 

5.4.4 镶嵌宝石 

到扬州丽春院地下城伙计那里  

throw gem in lu 

throw <装备> in lu 

ask huo ji about forge （需要10gold） 

目前一些宝石由伙计镶嵌会有随机的加成，比如原来一颗雷月魂镶到防具里是固定的35魔力值，现在会有

36－42不等，纯人品。像这样有加成的宝石还有日魂镶到饰品（ring&necklace），炎晶镶到武器里，木

灵镶到防具里。 

用自己的锻造术镶宝石没有任何加成。hammer chongzi!!! 

注意： 

 镶嵌宝石前先look装备有几个洞，少扔了宝石会导致装备只镶嵌你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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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的数量，切记！ 

 4o的需要碳晶（剿匪几率出）。 

5.4.5 宝石效果对比归纳表格 

五行宝石效果全部补充完毕，新禽兽宝石效果还待确认才能补充。  

炎晶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武器 增加兵器使用者的膂力  1  3  5  7  9  11 13  15 

防具 收到物理攻击反弹伤害  4  6  8  12  6  20 24  30  

饰品 增加佩戴者的膂力  1 2 3 4 5 6 7 8 

玉髓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武器 增加兵器使用者的攻击等级  4  6  8  12 16 20 24 30 

防具 提升盔甲使用者的有效轻功等级  6  8  10 12 14 16 18 20 

饰品 增加佩戴者的攻击等级  6  8  10 12 14 16 18 20 

玄冰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武器 给武器淬毒(淬毒会叫杀)  1  2  3  4  5  6 7  8  

防具 给防具淬毒  1  2  3  4  5 6 7 8 

饰品 提升佩戴者的有效轻功等级  6  8  10 12 14 16 18 20 

精金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武器 提升兵器的物理伤害  6 12 18 24 30 36 42 50 

防具 提升盔甲使用者的防御  6  12 18 24 30 36 42 50 

饰品 提高佩戴者的防御等级  6  12 18 24 30 36 42 50 

木灵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武器 提升兵器的最大耐久度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防具 减轻使用者受到的物理伤害  0 0 0 1% 1% 2% 3% 4% 

饰品 减轻佩戴者受到的技能伤害  0 0 0 1% 1% 2% 3% 4% 

月魄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武器 命中对手时使其精减少  20 40 60 80 100 130 160 200 

防具 提升魔法石发挥效用的几率和掉宝率  7 14 21 28  35 42 49 55 

饰品 增加佩戴者各种空手功夫的有效等级  3 6 9 12 15 18 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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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晶  

日魂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武器 将武器造成的伤害转化为自己的气血和内力  1 2 3 4 5 6 7 8 

防具 受到物理攻击回复内力  5  10 15 20 25 30 35 40 

饰品 大幅度提升魔法石发挥效用的几率和掉宝率  10  20  30  40  55  70 85 100  

神龙骨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所有 提升自身气血和精神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凤凰羽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所有 提升自身气血和精神的恢复速度  4 8 12 16 20 24 28 32 

麒麟角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所有 提升自身气血和精神的治疗速度  2 4 6 8 10 12 14 16 

玄武甲  

 
功能  地  山  水  风  雷  火  泽  天  

所有 提升自身内力和精力的恢复速度  2 4 6 8 10 12 14 16 

5.5 公共武功 

江湖险恶，拥有庞大势力的各大门派是江湖的主流。但江湖中亦有特立独行

的高人奇侠，况且即使是再大的门派也会有衰败的一天。故而古老相传，江湖中

散落着无数的神功典籍，有缘人一旦习得，便能笑傲于天下。  

5.5.1 碧针清掌 

「碧针清掌」是摩天居士谢烟客自创的一路掌法，松针尖细沉实，不如寻常

树叶之能受风，这路掌法能以内力鼓荡松针，将成千成万枚松针反击上天，始终

不让松针落下地来。  

■碧针清掌：bizhen-qingzhang，可激发为strike，parry，每出一掌消耗内力40点  

■练习要求：最大内力 1000 以上。 练习消耗：  

碧针清掌等级 300 以前消耗内力最多 碧针清掌等级+100 点；  

碧针清掌等级 300 以后消耗内力最多 100 点；  

消耗精 10 点。  

碧针清啸」一出，将这一套掌法的威力大幅提升，包括命中与伤害均较正常为高。掌力击中对手后有相当

大的机会使对手无暇反击。相应的，每一掌需消耗更多的内力。  

■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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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力 4000 以上；  

最大内力 5000 以上；  

基本内功等级 200 以上；  

碧针清掌等级 200 以上；  

且使用碧针清掌。  

「玄铁之令，有求必应。」谢烟客当年发下毒誓，不论从谁手中接过玄铁令，

都可依其所求办一件事。听说玄铁令在洛阳附近出现，也许这是向谢烟客习得碧

针清掌的唯一机会。由于武林中人都在争抢玄铁令，谢烟客又是行踪诡秘且脾气

暴躁，所以寻找谢烟客的过程可能会相当危险。一生中的机会只有一次。千万别

惹怒了他，或者让别人看到他。  

提示：洛阳的小胡同里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丐，怪可怜见的。  

5.5.2 楚家内功 

创建杀手帮的神秘楚家，传闻传承自上古敢于行刺九五至尊的刺客，家传武

学神秘诡异，浑然迥异于当世武学，令人防不胜防。据说修行楚家内功之人，战

斗时勇猛精进，完全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不受伤痛之影响。  

■楚家内功：chuforce，可激发为特殊内功 

■学习条件：加入杀手帮 

■练习条件：不能练习 

■内功功能： 

1、自疗：heal，需要楚氏内功50级，当前内力100，可在战斗中疗伤 

2、反震：force，消耗内力100点，以内力反震敌人 

5.5.3 马屁神功 

圣人研究学问，教化世人，也需研究为人处世之道。传闻大学问家朱熹擅于

奉承，另天子龙颜大悦，从而降旨在扬州修建书院，以供朱熹研究学问，教化众

生。  

■马匹神功：flatter，可激发为parry 

■学习条件：阅读马屁宝典 

■练习条件：当前精力40，消耗精力30 

■特殊招式：求饶：qiurao，向敌人求饶，成功则结束战斗，并减少1000点道德 

5.5.4 归魂剑法 

创建杀手帮的神秘楚家，传闻传承自上古敢于行刺九五至尊的刺客，家传武

学神秘诡异，浑然迥异于当世武学，令人防不胜防。据说修行归魂剑法之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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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时不出手则已，出手便惊天动地，令天地无用。  

■归魂剑法：guihun-jian，可激发为sword，parry 

■学习条件：加入杀手帮 

■练习条件：不能练习 

■基本招式：残叶溅血，死神唇笑，征尘迷眼，奈何回首，黄泉饮恨，剑挑落辉，怒发冲冠，河山属谁 

■特殊招式：天地无用：wuyong，需要归魂剑法80级，当前内力300，连续攻击敌人三到四招 

5.5.5 英雄剑法 

英雄剑法乃吴三桂昔日征战沙场，生死之间锻炼出来的武学精粹，纯为杀戮

而生，出手必然招招见血，凶狠至极。自从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之后，便许久不

与人交手，但传闻他将一生的心得记载在了一本秘籍之上，珍而藏之。  

■英雄剑法：hero-jianfa，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只能读书  

■练习条件：男性，道德大于10000，最大内力100，气40，耗气30  

■基本招式：从略  

■特殊招式：夕阳残照（xiyang），耗内力200，临时增加攻击和杀伤力  

5.5.6 胡家刀法 

关外胡家相传为李闯王四大护卫之胡姓护卫的后人，祖先曾伴随闯王征战数

十年，留下的家传胡家刀法堪称天下第一刀。辽东大侠胡一刀凭借胡家刀法，纵

横天下，与南方苗家金面佛苗人凤齐名。  

■胡家刀法：hujia-daofa，可激发为blade，parry 

■学习条件：替胡一刀寻回藏宝图，便可习得胡家刀法 

■练习条件：胡家刀法250级，当前气血150，当前内力100，消耗气血100，内力3 

■基本招式：参拜北斗，鹞子翻身，谏果回甘，沙僧拜佛，缠身摘心，浪子回头，怀中抱月，夜叉探海，

拜佛听经，进步连环，沙鸥掠波，八方藏刀式 

■特殊招式：刀影连环：daoying，需要胡家刀法500级，以连环刀影攻击大群敌人 

5.5.7 金蛇剑法 

数十年前，无门无派的夏雪宜横空出世，以一手金蛇剑法，一套金蛇游身掌，

一组金蛇锥法纵横天下，创出金蛇郎君的赫赫威名。后在浙江石梁温家于温氏五

老的五行阵大战，因被下毒，终力竭而败，武功尽失，最后死于华山某山洞中，

伴随其一生的一柄金蛇剑，二十四枚金蛇锥和一本金蛇秘籍，皆不知所踪。  

■金蛇剑法：jinshe-jian，可激发为sword，parry 

■学习条件：阅读金蛇秘籍 

■练习条件：无门派，当前气血30，当前内力15，消耗气血30，内力15 

■基本招式：金光蛇影，蛇影万道，雪地飞蛇，金蛇吞信，金蛇狂舞，灵蛇电闪，蛇困愁城，金蛇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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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招式：锁剑诀：suo，要求膂力身法50，当前内力300，夺走敌人兵器，消耗内力30 

5.5.8 金蛇游身掌 

数十年前，无门无派的夏雪宜横空出世，以一手金蛇剑法，一套金蛇游身掌，

一组金蛇锥法纵横天下，创出金蛇郎君的赫赫威名。后在浙江石梁温家于温氏五

老的五行阵大战，因被下毒，终力竭而败，武功尽失，最后死于华山某山洞中，

伴随其一生的一柄金蛇剑，二十四枚金蛇锥和一本金蛇秘籍，皆不知所踪。  

■金蛇游身掌：jinshe-zhang，可激发为strike，parry 

■学习条件：阅读金蛇秘籍 

■练习条件：无门派，当前气血30，当前内力5，消耗气血30，内力5 

■基本招式：千蛇出洞，魔吼天地，双蛇抢珠，游走式，盘身式，金蛇吐衅，金蛇翻身咬，杯弓蛇影，金

蛇缠丝手，灵蛇游八方，金蛇探头，金龙升天 

■特殊招式：附骨缠身，fugu，要求金蛇游身掌100级，当前内力300，连续攻击敌人 

5.5.9 金蛇锥法 

数十年前，无门无派的夏雪宜横空出世，以一手金蛇剑法，一套金蛇游身掌，

一组金蛇锥法纵横天下，创出金蛇郎君的赫赫威名。后在浙江石梁温家于温氏五

老的五行阵大战，因被下毒，终力竭而败，武功尽失，最后死于华山某山洞中，

伴随其一生的一柄金蛇剑，二十四枚金蛇锥和一本金蛇秘籍，皆不知所踪。  

■金蛇锥法：jinshe-zhui，可激发为throwing 

■学习条件：阅读金蛇秘籍 

■练习条件：无门派，当前气血30，当前内力500，消耗气血30，内力30 

■基本招式：千变万化，奇诡莫测 

■特殊招式：金蛇吐雾：tuwu，要求金蛇锥法100级，当前内力300，以金蛇锥攻击敌人，另敌人无法视

物，陷入忙乱 

5.5.10 九阴神功 

相传前朝太监黄裳，为皇帝修订天下三千道藏，无师自通连成无上神通，后

因不懂江湖规矩而于人结仇，被武林人士围攻重伤，后隐姓埋名数十年，终创出

破解武林一切武功的无上典籍，命名九阴真经。后王重阳在华山绝顶与当世四绝

论剑，终博得天下第一高手之名，获得此书，死后交于师弟老顽童周伯通保存。  

■九阴神功：jiuyin-shengong，可激发为特殊内功  

■学习条件：古墓弟子可以跟杨过学习，其他门派弟子只自己钻研九阴真经  

■练习条件：不能练习  

■内功功能： 

1、heal：自疗，九阴神功120级，当前内力50  

2、lifeheal：疗人，九阴神功150级，最大内力300，当前内力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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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owerup ：加力，九阴神功40级，当前内力150  

4、yihun ：移魂，九阴神功80级，当前内力50，使敌人busy  

关于九阴真经：  

ask 杨女 about 九阴真经，她会让你找鞭法秘笈，鞭法秘笈在李莫愁手上，问了她才可以拿到。拿了秘

笈给杨女，然后到终南山小溪处，swim river，n，n， e，n，n，w，然后enter xuanwo。不过游泳是

消耗气的，气不够的话会淹死。读九阴前100级需要literate，100级以后需要钻研，并且需要梵文100，

literate 100，daoxue-xinfa 100，钻研的最高等级为(先天悟性+10)*5。  

5.5.11 判官笔法 

江南梅庄四友之秃笔翁，以一手判官笔法闻名天下，判官笔法临敌之时，笔

上所蘸之墨乃以特异药材煎熬而成，着人肌肤后墨痕深印，永洗不脱，刀刮不去。

当年武林好手和「江南四友」对敌，最感头痛的对手便是秃笔翁，一不小心，便

给他在脸上画个圆圈，打个交叉，甚或是写上一两个字，那便终身见不得人，宁

可给人砍上一刀，断去一臂，也胜于给他在脸上涂抹。相传秃笔翁酷爱书法，向

武林人士发出通告，若能求得朱熹的率意贴一观，则愿以判官笔法相授。  

■判官笔法：panguan-bifa，可激发为sword，parry 

■学习条件：向秃笔翁学习 

■练习条件：当前气血大于50，消耗气血20 

■基本招式：《裴将军诗》，草字如，《八蒙山铭》，《怀素自叙帖》 

■特殊招式：写字：xiezi，要求判官笔法100级，当前内力100，装备判官笔且判官笔上的墨水没用尽，

可在人脸上写字，消耗内力100 

5.5.12 辟邪剑法 

林远图的辟邪剑法，是从《葵花宝典》残篇中悟出的武功，两者系出同源。

辟邪剑法有七十二路，但一来从不外传，二来使用此剑法之人个个动作迅捷诡异，

外间无人得知其招法的名目，只知道其招式乃匪夷所思。林远图所自录的《辟邪 

剑谱》加了许多自己的解释，故较魔教所藏的《葵花宝典》易入门，但少了些内 

容。所以玩家欲习此功，当遵循先易後难之序。《辟邪剑谱》只能读到180级，要

想更上一层楼，必须拜东方不败为师。另外也可以向他要《葵花宝典》，可以读

到200级。  

■辟邪剑法：pixie-jian，可以激发为parry，dodge，sword  

■学习条件：男性，自宫  

■练习条件：不能练习  

■特殊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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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刺目：cimu，要求持绣花针，辟邪剑法等级１２０，当前内力２００  

2、刺穴：cixue，要求身上带有绣花针，绣花小鞋，粉红绸衫，金戒指，金项链，辟邪剑法等级２００，

当前内力２００  

■辟邪剑法练功穿戴必备：  

十级以上：金戒指。  

二十级以上：绣花小鞋。  

三十级以上：绣花针。  

四十级以上：粉红绸衫。  

五十级以上：金项链。  

5.5.13 七伤拳 

七伤拳为崆峒派传世武功，后来明教金毛狮王谢逊夺得《七伤拳谱》古抄本，

终于练成，后曾以此拳击毙少林神僧空见大师。  

此拳法出拳时声势煊赫，一拳中有七股不同的劲力，或刚猛、或阴柔、或刚

中有柔，或柔中有刚，或横出，或直送，或内缩，敌人抵挡不住这源源而来的劲

力，便会深受内伤。但这七伤拳倘由内力未臻化境的人来练，对自己便有极大伤

害。人体内有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五行，一练七伤，七者皆伤。所以所谓“七

伤”，乃是先伤己，再伤人。故七伤拳有总决曰：五行之气调阴阳，损心伤肺催

肝肠。藏离精失意恍惚，三焦齐逆兮魂魄飞扬！  

相传谢逊隐居于冰火岛，参悟屠龙宝刀秘诀，若可寻至冰火岛，或能习得七

伤拳。  

■七伤拳：qishang-quan，可激发为cuff，parry 

■学习条件：可钻研（zuanyan）七伤拳谱到700级，需要500级基本内功才能钻研 

■练习条件：不能练习 

■基础招式：金戈铁马，木已成舟，水中捞月，火海刀山，土载万物，阴风惨惨，阳光普照，七者皆伤 

■特殊招式： 

1、藏离诀：cangli，要求九阴神功120级，七伤拳120级，基本拳法120级。 

2、催肝肠诀 ：cuiganchang，要求九阴神功120级，七伤拳90级，基本拳法120级。 

3、精失诀：jingshi，要求九阴神功150级，七伤拳150级，基本拳法150级。 

4、三焦齐逆诀：sanjiao，要求九阴神功200级，七伤拳200级，基本拳法200级，内力2000。 

5、伤肺诀：shangfei，要求九阴神功60级，七伤拳60级，基本拳法60级。 

6、损心诀：sunxin，要求九阴神功60级，七伤拳60级，基本拳法60级。 

7、意恍惚诀 ：yihuanghu，要求九阴神功180级，七伤拳150级，基本拳法150级。 

七伤拳很是霸道，学到高等级时（400级以后），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而导致 

发疯，见人便杀。  

5.5.14 神行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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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行百变乃铁剑门木桑道人绝学，号称当世第一轻功，且即使毫无内力之人，

也可练习，真可谓神妙莫测。后木桑道人飘然不知所踪，神行百变传人袁承志亦

携友前往南海海外岛屿归隐，神行百变也就从此失传。但传说长久爱恋袁承志的

长平公主阿九未曾跟随袁承志远走海外，而是削发为尼，伴青灯古佛，法号九难。

近来传闻北京诚意客栈来了一群西域喇嘛，据说是追杀某位独臂尼姑。  

■神行百变：shenxing-baibian，可激发为dodge 

■学习要求：可从独臂神尼处习得 

■练习要求：当前气血40，消耗气血20 

■基本招式：行云流水，潜音夜行，移步换形，分身化影，凌波微步，更上层楼，仙子出水，峰回路转，

临行秋波，浪子回头 

■特殊招式：逃跑：escape，需要神行百变50级，脚底抹油，设法逃离战斗 

5.5.15 太乙神剑 

江湖上除了各大名门正派，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小门派，甚至有的江湖侠客

是无门无派，自成一派。自从道家在江湖逐渐形成较大的势力之后，道教的也分

化出了许多小门派，比如太乙，比如正一，比如……  

太乙道门人丁凋零，目前仅剩一个大弟子。为了振兴太乙道门，他在襄阳东

大街开设了太乙武馆，专门向无门无派的江湖人士教授太乙系列的武学。  

■太乙神剑：taiyi-shenjian，可激发为sword，parry 

■学习要求：向新手指导员或者太乙武馆教头学习 

■练习要求：需要当前气血60，当前内力100，消耗气血40，内力20 

■基本招式：太乙无痕，太乙有痕 

■特殊招式： 

1、太乙神剑掌：jianzhang，要求太乙神功、太乙神剑、太乙神掌100级，右手持剑，当前内力大于500，

两剑一掌连续攻击敌人，消耗内力100 

2、剑气凌空 ：jianqi，需要set jianqi 破，要求太乙神剑，太乙神功200级，当前内力1000，每回合

自动消耗内力发动剑气攻击敌人，直至手动终止或战斗终止或内力不足。 

3、剑气纵横 ：jianqi，需要set jianqi 网，要求太乙神箭，太乙神功200级，当前内力1000，每回合

自动消耗内力发动剑气埋伏敌人，再次使用则发动埋伏的剑气bsuy敌人，每条剑气busy二回合，若敌人

已经busy，则造成伤害。 

只有曳尾涂中之士，方可领悟太乙正道。故若已经拥有门派（包括百姓出师），

则太乙武学再也无法精进，同时也失去了逍遥人世的意境，不能再使出太乙武功

中的绝学。  

5.5.16 太乙神功 

江湖上除了各大名门正派，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小门派，甚至有的江湖侠客

南侠wiki  第672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是无门无派，自成一派。自从道家在江湖逐渐形成较大的势力之后，道教的也分

化出了许多小门派，比如太乙，比如正一，比如…… 太乙道门人丁凋零，目前

仅剩一个大弟子。为了振兴太乙道门，他在襄阳东大街开设了太乙武馆，专门向

无门无派的江湖人士教授太乙系列的武学。  

■太乙神功：taiyi-shengong，可激发为特殊内功 

■学习要求：向新手指导员或者太乙武馆教头学习 

■练习要求：不能练习 

■内功功能： 

1、自疗：heal，要求太乙神功40级，当前内力大于50，同时治疗气血与精神，消耗内力50 

2、疗人：lifeheal：要求太乙神功150级，当前内力大于150，消耗内力100 

3、加力：powerup，要求太乙神功60级，当前内力大于100，消耗内力100，太乙神功300级和500

级后，威力均有所提升 

4、养精：yangjing。要求太乙神功200级，当前精力大于1500，当前内力大于1000，提高在线期间

的最大精神，消耗精力1000，内力500 

只有曳尾涂中之士，方可领悟太乙正道。故若已经拥有门派（包括百姓出师），

则太乙武学再也无法精进，同时也失去了逍遥人世的意境，不能再使出太乙武功

中的绝学。  

5.5.17 太乙神游 

江湖上除了各大名门正派，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小门派，甚至有的江湖侠客

是无门无派，自成一派。自从道家在江湖逐渐形成较大的势力之后，道教的也分

化出了许多小门派，比如太乙，比如正一，比如…… 太乙道门人丁凋零，目前

仅剩一个大弟子。为了振兴太乙道门，他在襄阳东大街开设了太乙武馆，专门向

无门无派的江湖人士教授太乙系列的武学。  

■太乙神游：taiyi-you，可激发为dodge 

■学习要求：向新手指导员或者太乙武馆教头学习 

■练习要求：当前气血大于60，消耗气血40 

■特殊招式： 

1、凌虚飞渡：lingxu，庄子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于无穷，是为逍遥。秉承逍遥游

之意境，凌虚飞渡，需要太乙神功，太乙神游150级，身法30，当前内力大于1/4，当前气血大于1/2。大

幅提升有效轻功，当前内力低于1/4或者当前气血低于1/2则终止。 

只有曳尾涂中之士，方可领悟太乙正道。故若已经拥有门派（包括百姓出师），

则太乙武学再也无法精进，同时也失去了逍遥人世的意境，不能再使出太乙武功

中的绝学。  

5.5.18 太乙神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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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上除了各大名门正派，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小门派，甚至有的江湖侠客

是无门无派，自成一派。自从道家在江湖逐渐形成较大的势力之后，道教的也分

化出了许多小门派，比如太乙，比如正一，比如…… 太乙道门人丁凋零，目前

仅剩一个大弟子。为了振兴太乙道门，他在襄阳东大街开设了太乙武馆，专门向

无门无派的江湖人士教授太乙系列的武学。  

■太乙神掌：taiyi-zhang，可激发为strike，parry 

■学习要求：向新手指导员或者太乙武馆教头学习 

■练习要求：当前气血大于60，当前内力大于50，消耗气血40，内力15 

■基本招式：太乙无虚，太乙有虚 

■特殊招式： 

1、太乙神剑掌：jianzhang，要求太乙神功、太乙神剑、太乙神掌100级，左手持剑，当前内力大于500，

两掌一剑连续攻击敌人，消耗内力100 

只有曳尾涂中之士，方可领悟太乙正道。故若已经拥有门派（包括百姓出师），

则太乙武学再也无法精进，同时也失去了逍遥人世的意境，不能再使出太乙武功

中的绝学。  

5.5.19 侠客岛武功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传闻海外有岛，名曰侠客，每隔十年便派遣赏善罚恶二使发放赏善罚恶令，

凭之可前往侠客岛，但数十年来，应邀前往侠客岛的诸多武学大家，均一去不复

返。后石破天前往侠客岛，以浑浑噩噩却又清明通透的赤子之心，终于解读了侠

客岛石壁上的无上武学秘籍，练就一身惊天动地的神通。在侠客岛石室内有一本

侠客行石书，可以读侠客神功，侠客刀法，侠客剑法，侠客掌法，侠客拳脚。这

几种武功均不能通过练习来提高。侠客岛有密室可以找到《飞仙古画》，读侠客

身法到 250 级。  

 侠客神功(xiake-shengong)：特殊内功  

■内功功能： 

1、heal ：侠客神功20，内力50  

2、lifeheal ：最大内力300，内力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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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owerup ：内力100  

 侠客身法(xiake-shenfa)：可激发为 dodge  

■练习条件：气大于100，耗气100  

■基本招式：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眼花耳热后，

意气素霓生 

■特殊招式：无  

 侠客刀法(xiake-daofa)：可激发为 blade，parry  

■基本招式：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三杯吐然诺，

五岳倒为轻  

■特殊招式：飞刀式(feidao)，要求侠客刀法100，内力50  

 侠客剑法(xiake-jianfa)：可激发为 sword，parry  

■基本招式：同侠客刀法  

■特殊招式：飞剑式(feijian)，要求侠客剑法100，内力50  

 侠客掌法(xiake-strike)：可激发为 strike，parry  

■基本招式：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

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

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特殊招式：无  

 侠客拳脚(xiake-quanjiao)：可激发为 unarmed，pqrry  

■基本招式：同侠客掌法  

■特殊招式：豪气干云(hqgy)，要求正道德 50000 以上，年龄 31 以上，侠客拳脚 100 级，内力 500 ，

使敌人busy并造成伤害，道德越高效果越好。男性使用效果最好，女性次之，太监更次之。  

■侠客拳脚与侠客掌法可以互备  

■侠客刀法与侠客剑法可以互备  

5.5.20 吸星大法 

江湖第一邪派，日月神教教主任我行，在听说古人的北冥神功与化功大法的

神奇传说后，以通天彻地的智慧，自行研究出了吸星大法，神通无敌，可以吸引

他人内功而自己所使用，正邪两派谈及吸星大法无不谈虎色变。但因缺乏前人武

学参考，无法调和吸收得来的驳杂真气，修炼至深处之后，有时会走火入魔，无

法控制自身驳杂的真气。  

据说任我行潜心研究吸星大法，以求消除功法中的隐患，以至于无心教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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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将日月神教最高典籍葵花宝典都交给东方不败保管，让东方不败主持教务，

最后东方不败发起叛乱，成为日月神教当代教主，而任我行被东方不败所捉，从

此杳无音讯，但传闻数月之前，任我行的嫡系，日月神教光明右使逃离东方不败

的囚禁，击溃追杀的仇敌之后，曾于华山弃徒令狐冲一同拜访过江南梅庄。  

■吸星大法：xixing-dafa，可激发为特殊内功 

■学习要求：于梅庄地牢任我行处习得 

■练习要求：不能练习 

■内功功能： 

1、吸取内力：neilisuck，要求吸星大法100级，当前内力50，吸取对方当前内力，消耗内力10 

2、吸取丹元：maxsuck，要求吸星大法100级，当前内力40，吸取对方最大内力，消耗内力20。若非

任我行弟子，可能会无法控制吸取的内力 

5.5.21 玄铁剑法 

纵横江湖三十余载，杀尽仇寇，败尽英雄，天下更无抗手，无可柰何，惟隐

居深谷，以雕为友。呜呼，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  

一代剑魔，无名无姓，纵横江湖未曾一败，故自名曰独孤求败。独孤求败于

四十岁前，曾使用一柄用八十一斤玄铁铸造而成的玄铁重剑横行天下，后在剑冢

留字曰：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后世古墓传人杨过，曾

误入襄阳城郊一无名山谷，邂逅独孤求败所养神雕，得到玄铁重剑，并在山谷内

的瀑布中，以山洪为敌，领悟得玄铁剑法。之后以玄铁剑法于重阳宫大败金轮法

王。后又入钱塘江练剑，武学日益精进，再入大海中练习剑法，终成就无剑胜有

剑之境，江湖中人尊称其为神雕大侠。  

■玄铁剑法：xuantie-jian，可激发为parry；sword  

■学习条件：可以向杨过学习，需要1000的忠诚度，基本剑法150，最大内力800。只能学到200级，身

具其他剑法可能学不会，可直接在钱塘江中练会。练剑等级上限为（（先天福缘/先天悟性）取整）*300 

■练习条件：自行到钱塘江练剑(lianjian)，杨过的弟子可以练习  

■特殊攻击：海潮汹涌 perform sword.xiongyong  

功能：给敌人造成巨大伤害  

要求：玄铁剑法130级，九阴神功130级，基本内功180级，臂力33，最大内力500，内力上限过低，

可能发不出此招 

注意：玄铁剑法非古墓弟子，只能在江中练到(fy/wx)*300级（要取整数倍，也就是300、600，

900……），无busy门派想要用玄铁剑法做任务，会非常艰难。  

5.5.22 易筋神功 

天下武功出少林，千百年来，少林寺一直被公认为江湖第一门派，而少林寺

镇压寺典籍，变为武林至高内功心法易筋经。传闻某无名小子庄聚贤，参照易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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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籍中的图形，借助昆仑冰蚕修得冰蚕寒掌，横行武林，一时无匹；再传闻华

山弃途令狐冲和日月神教前教主任我行，曾以吸星大法与少林方丈方证大师交手，

却无法吸取丝毫内力；更传闻令狐冲后得到方证大师以易筋经相赠，一举消除吸

星大法隐患，自身修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少林寺故老相传，天竺和尚达摩为传真经，只身东来，一路扬经颂法，后落

迹于少林寺。达摩内功深厚，在少林寺面壁禅坐九年，以致石壁都留下了他的身

影。达摩会意后，留下两卷秘经，一为《洗髓经》，二是《易筋经》。《洗髓经》

为内修之典，归慧可，未传于世。《易筋经》为外修之书，留于少林，进而流传

至今。  

■易筋神功：yijin-jing，可激发为特殊内功 

■学习条件：七伤拳400级以后，可以向谢逊要屠龙刀。屠龙宝刀攻击力300，如果和持有倚天剑的玩家

战斗，刀剑俱断，可以得到易筋推脉图。易筋经推脉图可以（read）易筋经神功，条件是500级基本内功，

并且跟谢逊拿过屠龙刀。 易筋经的最高等级和悟性，福缘，灵性等都有关系。 

■内功功能： 

1、自疗 ：heal，易筋经20级，内力大于50。  

2、疗人 ：powerup，内力大于200。  

3、佛门狮子吼：roar：内力大于600，会导致敌人叫杀。  

4、加力 ：powerup，要求当前内力200，提升战斗力，消耗内力100 

5、注意：易筋神功是少林高僧的绝学，roar、powerup、jingang的效果都和buddhism级别相关。  

5.5.23 岳家枪法 

南宋鄂王岳飞，曾率领南宋岳家军抗击外族，化外夷人闻岳家军而色变，流

传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千古佳话，死后谥号武穆，人称岳武穆。传闻

岳飞一杆夺魄枪，征战沙场，血染重甲，所向披靡，纵横无敌。死后夺魄枪不知

所踪，岳家枪法亦从此失传。但近年来有盗墓高手与岳王墓出没，却不知在寻找

何物。  

■岳家枪法：yuejia-qiangfa，可激发为spear，parry 

■学习条件：与岳王墓中观看墙壁领悟 

■练习条件：不能练习 

■基本招式：气吞山河，还我河山，运筹帷幄，万川归一，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怒发冲冠，潇潇雨歇，

夺魄连环 

■特殊招式： 

1、连环枪：lianhuan，需要岳家枪法100级，当前内力400，施展岳家连环枪，连续九枪攻击敌人，

若被闪躲则中止，每枪消耗精力50 

5.5.24 紫霞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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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剑派中，最为出名的便是五岳剑派。其中西岳华山派分为剑宗与气宗两

脉，目前由气宗主持门派。气宗重视自身内功修为，以气驭剑，虽功力不深时无

法与剑宗弟子相抗，但内功修行登堂入室后，威力却深不可测。华山气宗至高秘

典为紫霞秘籍，传闻华山掌门人君子剑岳不群一旦运起紫霞神功，面颊会紫气盎

然，内力生生不息，无有穷尽。  

■紫霞神功：zixia-shengong，可激发为特殊内功 

■学习条件：阅读紫霞秘籍 

■练习条件：不能练习 

■内功功能： 

1、自疗：heal，要求紫霞功20级，当前内力50 

2、加力：powerup，要求紫霞功30级，当前内力100 

5.5.25 醉拳 

醉拳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拳法，它是模仿醉汉动作的一种拳术，这种拳打起来，

很像醉汉醉酒之后跌跌撞撞，摇摇摆摆，但实际上是形醉意不醉，是由严格的武

术手法、步法、身法等组成的套路。要练醉拳，自然要从酒说起。任何玩家只要

喝过“万年醉”之后，拳法达到100级，悟性达到45，只要万年醉的酒劲未过，

就可以在战斗中自动领悟到醉拳。  

醉拳可以enable成cuff、parry、dodge。学会醉拳之后，提高醉拳等级的唯一

途径就是战斗，在战斗中领悟。醉拳是无法通过拜师或是练得到提高的。在战斗

中领悟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喝万年醉，趁酒劲未过，在战斗中自动领悟；第二

种途径就是在战斗中使用（perform cuff/parry/dodge.lingwu）或者两个一起使用，

共同领悟醉拳，提高醉拳等级，但是醉拳领悟的等级不能超过基本拳法，因此提

高基本拳法的等级也是提高醉拳的一个必须因素。  

醉拳攻击性的perform有6招：罗汉醉酒（限男性）或贵妃醉酒（除男性）、

醉生梦死、醉笑红尘、杀气纵横、醉卧沙场。但是以上六招，每人只能掌握其中

一种，掌握的办法就是前面所说的perform lingwu，在perform lingwu的过程中，

攻击性的perform会随机的被领悟到，至于每个人能领悟到那一招完全看每个人

的运气了。  

六招中最容易领悟到的就是罗汉醉酒(lhzj)和贵妃醉酒(gfzj)了，其中男性玩

家只可能领悟到罗汉醉酒，其他玩家(女性无性)则只可能领悟到贵妃醉酒，其中，

当对男性玩家使用贵妃醉酒的时候会有附加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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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汉醉酒(lhzj) 要求：最大内力大于100 内力大于100  

 贵妃醉酒(gfzj) 要求：最大内力大于50 内力大于50  

其次，容易学到的就是醉生梦死、醉笑红尘和杀气纵横，这三招杀伤力递增，

但是命中率却依次递减，各有优劣，其中杀气纵横会让敌人对自己下kill，而且

当可以杀死敌人的时候，敌人死掉的同时，自己也会晕。  

 醉生梦死(zsms) 要求： 最大内力大于200 内力大于200  

 醉笑红尘(zxhc) 要求：最大内力大于300 内力大于300  

 杀气纵横(sqzh) 要求： 最大内力大于400 内力大于400 杀气不能为零  

最难学到的是醉卧沙场这一招。此招是醉生梦死、醉笑红尘和杀气纵横三招

的联合使用，也就是依次使出醉生梦死、醉笑红尘和杀气纵横，并且同时敌方busy！

但是能使出几招，就完全看各自的命中率，而且前面一招如果没有命中，后面的

招数也会自动终止。  

 醉卧沙场(zwsc) 要求：最大内力大于900 内力大于200，每一招能否使

出，要求同上面各自要求相同.  

以上六招，喝酒越多，威力越大，(当然以不醉晕为限了)。  

需要注意几点：  

 醉拳极其难练，属于挑战极限那种。  

 现在hit叫杀，所以醉拳的极限又提高了一大截。  

 一旦领悟perform，你这个id就被做了记号，有了mark，也就是说，如

果你想放弃醉拳从新领悟，perform是不变的。比如，你领悟了“罗汉

醉酒”这一招，但想要“醉卧沙场”，你放弃醉拳重新领悟是没用的，

还是“罗汉醉酒”不变。所以，真想玩醉拳的话，只能新id领悟，一旦

领悟不倒自己想要的绝招便自杀重来，只能如此。  

 从来没听说有人用醉拳pk，做任务，以及其他。也就是，这东西练成

的人极少，而且威力应该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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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要提的是万年醉， 万年醉是酒中极品，其好处还不仅仅限于可以

习得醉拳，其他好处，玩家可以自行探索，但是此处要申明的是，喝

了万年醉之后，你将随时处于大醉的状态，并且酒劲久久不散，而且

每隔15秒会busy一秒。  

5.5.26 铁琵琶手 

韩员外传授，350+次韩员外复仇任务后有几率教，最多有超过500次才学到

的 做漂流任务时候，威力有加成，其他时候威力平平  

5.5.27 大擒拿手 

一个很冷门的空手hand 的功夫. 目前为止还没有pfm，所以很冷门。 战斗

中效果是随机busy 对方。  

根据Alucar大侠的测试判断，很有可能是命中 dodge 判断。  

想学习就到南昌城的白家帮忙(help)做苦力吧.  

5.5.28 燕青拳 

最最新的quest武功，燕青拳因为制作思路过于跳跃。现在贴一下最后完成的

log，希望能有启发。  

你鼓足力气，中气十足的大喊一声：“燕大哥，你在哪里？” 一对神仙眷侣般的人物走了出来。  

李师师愉快地微笑着。 燕青说道：「你是小翘的好朋友吧，既然有缘我就传你武学的心法吧。」 你掌握

了燕青拳的心法  

黄河入海口 -  

这里是黄河南岸，滚滚黄河一刻不停地奔腾东去。 「初冬」: 现在是正午时分，天阴着，凛冽的北风呼呼

的吹着。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west。  

倾国倾城 李师师(Li shishi) 浪子 燕青(Yan qing) 燕青挥了挥手。 李师师挥了挥手。  

黄河入海口 -  

这里是黄河南岸，滚滚黄河一刻不停地奔腾东去。 「初冬」: 现在是正午时分，天阴着，凛冽的北风呼呼

的吹着。 这里唯一的出口是 southwest。  

这是一个很难的quest，不是说流程难，虽然流程跑了4个城市，其实流程一点都不难。 只是最后获得燕

青拳pfm的条件比较bt…  

我在武侯祠，读完了书，然后去望星楼买个鱼头汤，再去孔庙在孔翘面前喝汤，喝到她自己喝，然后会说

燕青在黄河入海处。再到黄河入海处  

江湖广大，深不可测，其中究竟隐藏了多少天外高人，无人可知，无人可晓，或许还有更多的武功秘籍隐

藏于江湖之中，留待有缘之人。欲寻找遗失的武学秘籍，可多多关注江湖上的小道消息（主页news），或

许能有所收获。  

5.6 经络系统 

南侠wiki  第680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在人物等级超过一定以后可以打通自己的经脉，主要命令是  

vein—查看经脉命令系统  

vein through—通脉命令  

vein overall—查看通脉整体情况  

vein 经脉名称—查看每经脉通脉的详细情况  

vein recover—走火后吃药恢复  

经脉走火药：  

1 凝元丸 手太阴肺经 ——- 水神龙骨 山精金 合欢(杭州药铺买)  

2 凝真丹 手阳明大肠经 —– 水玄武甲 水玄冰 当归(杭州药铺买)  

3 聚气散 足阳明胃经 ——- 风凤凰羽 水木灵 鱼腥草(苏州白莲池)  

4 合气散 足太阴脾经 ——- 风麒麟角 水炎晶 薄荷(泰山白鹤泉)  

5 集气散 手少阴心经 ——- 风玄武甲 风玉髓 合欢(杭州药铺买)、丁香(苏州留园)  

6 冰龙散 手太阳小肠 ——- 经风神龙骨 风玄冰 当归(杭州药铺买)、覆盆子(关外长白山）  

7 天羽丸 足太阳膀胱经 —– 雷凤凰羽 水玉髓 鱼腥草(苏州白莲池)、茯苓(鄱阳湖西山路)  

8 冰麟丹 足少阴肾经 ——- 雷麒麟角 水玄冰 薄荷(泰山白鹤泉)、鸡血藤(昆明滇池)  

9 聚精剂 手厥阴心包经 —– 雷玄武甲 雷精金 合欢(杭州药铺买)，当归(杭州药铺买)，丁香(苏州留园)  

10 木骨茶 手少阳三焦经 —– 雷神龙骨 雷木灵 鱼腥草 (苏州白莲池)，薄荷(泰山白鹤泉)，常山(泉州

港东北山路)  

11 双灵丹 足少阳胆经 ——- 火神龙骨 火凤凰羽 丁香(苏州留园)，覆盆子(关外长白山），茯苓(鄱阳湖

西山路)  

12 双灵丸 足厥阴肝经 ——- 火麒麟角 火玄武甲 薄荷(泰山白鹤泉)，常山(泉州港东北山路)，荆芥(回

族小镇杂货铺)  

13 火龙散 任脉 ————- 天神龙骨×2 泽炎晶 鸡血藤(昆明滇池)，荆芥(回族小镇杂货铺)，合欢(杭州

药铺买)  

14 玉泽丸 督脉 ————- 天凤凰羽×2 泽玉髓 鱼腥草(苏州白莲池)，覆盆子(关外长白山），荆芥(回

族小镇杂货铺)  

第一层需要30级，二层60，三层80，四层100，5层115，六七层130（考虑过

130级需要多少exp来支撑么。。。） ，经脉有正通，逆通，然后还有一些enforce 

主要奖励天赋效果：  

第一层：先手阳明，再手太阴，奖励先天悟性，反之奖励先天根骨  

第二层：先足阳明，后足太阴，奖励先天膂力，反之奖励先天身法  

第三层：通脉常规奖励，还是1个灵性，容貌，福源奖励中一个，1个四维属性中一个，随机  

第四层：先足太阳，后足少阴，奖励先天膂力，反之奖励先天身法  

辅助奖励效果  

第一层：手少阳经自身的作用是吃食物后，可以转化为内力和精力，手太阴经的作用是强化打坐吐纳  

第二层：足太阴脾经，displace-高阶逃跑 顺通 5个busy内可逃，逆通10个busy内可逃，逆通失败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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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y内可逃  

第二层：足阳明胃经，trap，让路过你所在的所有小于你经验1.5倍 npc busy 顺通 busy 2，逆通

busy3-4，逆通失败 没有效果。  

第三层：手少阴奖励临时悟性，手太阳奖励临时身法，都是登录时加载。额外奖励幅度和通脉有关，逆通

成功最多，逆通失败最少，正通居中。  

第四层：足太阳膀胱经的奖励是提高内力纯净度，如果纯净度到100%将直接给予提升上限（纯净的），

以及临时根骨和臂力提升，大约等于先天的5-15%。  

第四层：足少阴肾经奖励奖励升级经验折扣。大约1.15M折扣，可以在以后升级中(levelup)自动激发。  

5.7 炼药系统 

玩家可以通过搜集药材、配方，使用药炉炼制各种药物。  

在杭州的药铺，可以跟药铺老板租用药炉，开始练习炼丹术(alchemy)。  

5.7.1 【配方篇】 

每个人开始有一些基础的公共药方，可以用formula命令来查询。 例如：  
formula 
你可用的配方有： 金创药、养精丹、上等金创药、上等养精丹、九转紫金丹、凝元丸。  

你也可以查询你拥有的配方的具体细节。 formula 养精丹 『养精丹』炼制需要炼药等级：0 级，最大提

升等级：30 级。 『配方』：党参：1，远志：2，朱砂：2。  

 

初期配方所需要的药材在药铺老板处都有售，可以用这些药物来升级炼丹术。

到可以炼制下一种高级药物时，提升炼丹术会比初级药物更快，不过花费更多。 

某些配方在药铺老板处也有售。  

5.7.2 【炼药篇】 

炼药需要药炉，可以和药铺老板租赁，一小时100金。 成为专业制药师之后

可以和老板长租，他就会把药炉送到你的新房。  

需要火折子，这是炼药的特殊火折子，需要在老板处购买。 炼药首先按照

配方找齐药材，放进（putin）炉子里，炼之前可以检查一下（look lu），看看里

面是否药材齐全。 然后点火（fire），这里要记得关上（lock）炉门，否则药材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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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烧成药渣了。  

炼药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这时候要观察炉火（lookin），紫色的炉火

需要鼓风blow，白色的炉火需要关小炉门(turndown)，红色的炉火需要开大炉门

（turnup）， 在接近完成时候还有青色的炉火，需要玩家用内力护持(defend)，大

约消耗200多点当前内力，如果内力不够，很可能引起炼药失败。  

炼完之后，成功则出现1-N颗药物，失败则出现炉渣。取出来的命令是

（takeout），还有种异常情况炉火不熄灭导致下次无法炼丹，可以用putout命令熄

灭炉火，注意如果 正在炼药使用此命令可能导致炼药失败。  

每种药物的炼制时间是不同的，系统会有提示，有些逆天药物比如九转紫金

丹，可能需要长达6-7分钟的炼药时间，这里是正常的，请耐心等候。  

整10级（比如20，30，40）的时候，炼丹术提升速度加倍。  

 

5.7.3 【药师篇】 

等你把炼丹术增加到50级以后，就可以成为一个光荣的职业炼药师了。 在

药铺mobai 药王菩萨像，就变成职业药师了。  

 职业药师有自己专门的 rank 例如：【大  药  师】普通百姓  常山

(Cha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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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药师提升医药类技能是普通人2倍。  

 只有职业药师能把炼丹术提升到100级以上。  

 职业药师可以租用自己药柜，药炉。  

 职业药师每5天（游戏时间）可以和药铺老板领取一次补助，但必须炼

丹术级别大于上次领取时。  

 职业药师做任务效率只有正常人一半，接不到铜雀台任务。  

5.7.4 【采药篇】 

炼药开始时的药材都可以在临安的药铺里买到，而后期的材料有些非常难

得。  

在临安西南凤凰山以西，有东西天目山，大石谷可以才到药物。  

采集药物的命令是gather，开始采集后在地图内搜寻的命令是lookfor <方向

>。  

采药必须有药锄，这在进山时候可以从药材商那里买到。  

5.7.5 【任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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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安药材铺的老板可以接到任务。  

会给临时配方要求配药。  

药引在一个npc身上，辅药可以挖到。  

如果是两味常见药，可以购买后配药。  

5.7.6 【药篓篇】 

药师的药篓可以放药材，相关命令： 

 存药：putin xxx 

 

 查看：checkdrug 

 

 取药：takeout id 

 

5.8 西湖保俶塔石碑命令说明   

guan --观榜，现在有五个榜  

selfrank --全服top 5可用，自定义rank的一个字  

selftitle --进入天榜可用，自定义一个title。（必须符合武侠游戏意境）  

hide/unhide --隐藏，显示自己在榜中的位置。  

lookup --在榜中查找某人（不用一个个看得眼花了）。 

西湖保俶塔石碑 共分五榜，分别是天榜、地榜、风云榜、龙虎榜以及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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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可以使用guan 命令查看  

其中天榜的top 5就是游戏里面的5大高手，可以selfrank一个字。好比东邪西

毒南帝北丐。  

进入天榜的人都可以用selftitle取一个自定义的title。  

天榜和地榜的前16名，都可以在保俶塔选择一种高逼格的走路描述，命令如

下：  

show，显示信息描述以及已经选择此信息的人群。  

SelectMsg，选择哪一组。(注意：命令2个字母是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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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NEWS 

更新至news 250。 

序

号 
标题 内容 

12 最近更新 铜雀台丐帮心法效果加强，纯丐帮效果更佳。                               

胡一刀的寻宝图片加了持续时间，持续时间为30分钟，30分钟后图片会悄悄消失。                  

14 古墓门派大招] 铜雀台武功赤练神掌和玉女心经注解，自行探索。纯古墓效果最佳 

15 busy最大时间修改 修改为最长时间为120s    

16 稍微增加刺杀任务加朝廷门忠数值 稍微增加刺杀任务加朝廷门忠数值 

17 练千蛛万毒手会毁容 可以降低先天容貌3次，每次1点。和万毒手层次挂钩的。 

18 醉拳清理mark功能在铜雀台推出 50分，大家努力吧 

19 铜雀台积分出师内功修炼 2,3,4出支持修炼，5出暂不支持 

20 孔雀石加入 减少铜雀台冷却时间的，有问题论坛发帖。（一枚一天，但只能吃一枚） 

21 被投出休闲模式后，cd缩短 缩短为100天； 

22 剿匪期间不能推车 20:30~22:0 ：剿匪期间， 所有镖局因为兵荒马乱，暂时歇业。 

24 全真门派大招推出 先天神罡：                                                                 

任何会造成人物死亡的伤害，都会触发被动效果：免死一次；纯门派有几率掉1级先天功；非纯门派掉1-2级先天功（一定掉）；

恢复30%血量；有几率恢复100%血量且解除busy状态，并在10秒内免疫技能特效；出师，判师，先天功等级，人物等级将会对解除

busy状态的几率有影响。出师判师负影响，先天功等级，人物等级正影响。100人物等级id，1700级先天功，解除几率在90%以上。

判师1次以上的几率会比较低。                            

   死亡发动时激发先天功，纯门派掉先天功的几率降低。非纯门派将只掉1级先天功。                                                                    

   冷却时间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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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气归元：发动方式：yun/exert guiyuan 必须激发先天功                     

战斗状态可以使用的主动技能（busy状态下可用），立刻回复部分状态，极大提高气血、精神的恢复和治疗速度，内力回复速度

等，持续时间和恢复效果与先天功等级挂钩。                                                            

   纯门派id的效果是出师判师id的一倍以上。                                  

  冷却cd，纯门派效果结束后60秒，非纯门派120秒可以再次使用。   

25 江湖险恶 就业困难，刺杀，韩世忠，护镖被一群高出普通npc的江湖人士盯上了。刺杀、韩世忠有3%几率出高出普通50%exp的npc，护镖普通

镖0.5%几率，重镖1%几率。 

26 先天功神罡归元说明 归元：纯全真501，非纯全真801                                        

神罡：纯全真801，非纯全真1001   

27 洛阳晓晓变更 会武功了，去招惹她被打死了属于no zuo no die！ 

28 华山门派大招放出  1.经铜雀台洗礼后,九剑的pobing buff不命中现在也会起效了；                

 2.经铜雀台洗礼后,九剑的poqi化学伤害加强；                               

 3.剑气两宗武功融合,剑宗经铜雀台洗礼后,剑气两宗某些武功可以相互使用啦，效果有所削弱：                                                          

   剑宗可以使用气宗的养吾,三清峰                                         

   气宗可以使用剑宗的狂风连环剑,飞龙                                     

 4.其他：                                                                

   上述4绝招，如果在华山时候取得了mark，可以出师带走；                   

   独孤九剑2,3,4出可以练习了。                   

29 华山大招的一些说明 1.九剑pobing 不命中一样buff的效果仅纯华山才有；                       

2.纯华山在取得大招后，有些pfm效果更佳。 

30 加入华山剑宗问题 取得华山大招mark后，出师去华山的也可以加入剑宗了。判师的不行。 

31 大智调整 兑换积分修改为18分，纯少林持续时间16秒，非纯少林12秒，冷却时间还是20秒 

32 指定更换特技条件变更 条件为，8w gold，1m 声望，1m exp   

33 修改武器名字费用修改 前3次1金条，后面10金条 

34 套装维修费用上线] 套装维护将需要 千年玄铁。                                           

获得方式通过 胡一刀, 韩元外 奖励几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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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神尼降等服务加入 仅针对神尼等级4~5，不能降低到等级3去。在杭州司天监，命令为jiangdeng xxxxx，每次不少于1w修行经验。最低修行经验要求是1m。       

36 独孤九剑小修改 现在独孤九剑的poqi，pobing可以破开大智的防御了。poqi对高内力玩家某些情况下，dmg提升。     

39 特技升级点数洗点道具加入 特质洗炼丹---胡一刀，萧峰任务奖励掉落,几率不高。 

40 小宝套装上线 完成神尼任务有机会获得小宝套装套件。 

集合2件得到攻击，轻功加成。                                            

集合3件追加技能减伤效果。  

bxs，hyd加入掉落 

42 进宝库次数可以查询了 ask duyue npc about 贡献 

47 套装维修费用上线 洛阳，临安府 铁匠开始收取千年玄铁为套装维修费用。 

48 大轮寺门派大招加入 大轮寺大招『金刚护体』加入                                             

铜雀台27分兑换                                                         

为内功类buff，用法为yun/exert jingang                                  

BUFF效果：不断尝试解除busy状态，战斗有效                               

发动间隔为： 战斗中exert 1-2秒后发动第一次，之后每4~17秒(和龙象等级，出师判师次数挂钩,纯门派1000级左右基本7-9s发动一次)

发动一次                                                                        

成功成功算法为：与龙象等级/对方内功等级/人物等级与人物可以达到的最大等级/出师判师次数相挂钩，纯门派最低有50%成功几

率,如果纯门派人物等级full ,龙象full,最高有75%成功几率，出师1次id，最低25%，最高50%               

BUFF持续时间：龙像般若等级/(10+出师次数×4+判师次数×6)                

CD时间：250秒+出师次数×150秒+判师次数×150秒    

52 特技health,你值得拥有! 现在加成本身气血的45%了。上限还是1级6000,2级10000,3级15000 

55 神尼奖励调整 有禽兽了，1,2,3难度几率为一档，4为一档，5 100%奖励禽兽 

90 日月神教武功修改 辟邪剑法cimu修改为群攻，随辟邪等级提升攻击人数上限提高，最多6人，命中有所提升，自身busy有所减少，辟邪剑法cixue命中有

所提升                                              

日月神教任我行系，daxue去掉叫杀，命中无busy，不中有自身busy，最长4s，最短1s，随等级提升自身busy时间减少，连续使用将

会有比较大的内力消耗，综合命中参考一指禅                                                       

任我行系加入五弦剑法，取得方法类似于判官笔法，对象是黄钟公，给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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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弦剑法，perform是boxian，发出条件为300级五弦剑法，500综合音律，需要激发日月神功，群攻化学，随五弦等级提升攻击人数

上限提高，最多6人   

92 阴阳倒乱刃加入 阴阳倒乱刃加入                                                         

                                                                       

1.公孙止任务500次以上，会随机给提示，ask gongsun about 阴阳倒乱刃 并且先天悟性超过20点随机学的                                               

2.pfm需要铜雀台3分换取,先决条件：会倒乱刃sk>200,pfm格式：perfrom yinyang-daoluan.daoluan；                                                  

3.pfm施放条件：300sk，500内力以上，激发sword/blade为yinyang-daoluan， 无互博，无素心，不会圣火令法，双手手持刀剑，一旦

放下刀剑或者取消激发，pfm自动取消，此pfm可以与其他buff叠加                                   

4.攻速加成：(先天身法*10-200)或者(sk等级/6-50)，加成不超过250%，2者取小，如果先天身法达到49以上，则直接攻速加成为280%                       

5.持续时间:(先天悟性*10-100)或者(sk等级/50)秒,2者取小，如果先天悟性达到49以上，则持续时间直接1000秒；                                       

6.冷却时间：(50-先天悟性)或者(40-sk等级/50)秒,2者取大,最小为1秒；      

7.平砍攻击伤害：应该和9剑类似，平均高于岳家枪   

8. 有互搏者(含古墓互博)无法习得，使用圣火令法jindou者，有反效果 

98 星宿大招加强 毒神附体期间，化学伤害加强，加强比例和化功大法等级挂钩,1500级可以加强100% 

99 星宿活色生香加强 命中威力都有很大提升，而且起码可以用到30M了 

111 雪山剑法兼容阴阳倒乱刃  

114 大轮寺门派大招对五衰有影响了 一旦拥有，威力，命中都会有提升 

115 韩世忠任务奸细杀不完，奖励会不

如全杀完的 

大概80%奖励 

116 一系列武功调整 大轮寺五衰命中和威力提升                                               

丐帮六合刀pfm威力提高                                                  

日月daxue命中提高                                                      

日月刀lianhuan后三招威力提升                                           

朝廷zuoshou,qixing命中提高                                             

擒拿手autopfm命中加入消耗                                              

雪山凌霄拳san威力命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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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剑法juebi命中算法里面先天悟性的权重更高了                          

倒乱刃，独孤九剑的平砍伤害，玉女十九剑autopfm对于明教筋斗加攻速无效了 

118 白驼门派大招放出 名称：蛤蟆吐息                                                         

12分tqt取得，perform strike.tuxi后，对蛤蟆功的puji有增强。吐息的持续时间与蛤蟆功等级挂钩                                                     

1.可以多扑1下，最高可以到8下了；                                       

2.纯白驼，第（3-蛤蟆功等级/650）下不中后，只要不中就会连续puji跟上，直到扑中，最快第1下不中,从第二下就可以开始无等待连

扑。出师来白驼的，第(4-蛤蟆功等级/650)下不中后，会有上述效果，最快第三下开始可以无等待直扑                                                     

3.对puji的伤害有提高，进入内力想拼阶段，己方内力消耗减半  

4.使用条件，毒技350，基本掌法400，蛤蟆功500                            

出师无效                                        

119 白驼大招加强 蛇形刁手受大招影响，会有一次额外附加busy判定，此次busy命中与蛤蟆功等级挂钩，仅在白驼有效   

121 辟邪剑法加入一个新pfm perform sword.tuci可以使用，单体化学。命中和dodge挂钩，伤害和辟邪剑法，葵花神功等级挂钩 

122 鉴定术调整 百晓生处奖励鉴定术上限提高到3000                                       

鉴定术超过1000鉴定新武器有几率提高武器damage或者武器等级，几率随鉴定术等级提高而提高，3000级有20%几率                                        

鉴定术提高的damage数值上限随鉴定术提高而提高，3000级鉴定术上限为10（附加值是随机的）                                                         

举例：3000级鉴定出来武器附加damage，是1到10的随机值，2000级鉴定出来的武器附加damage，是1到7的随机值                                         

另：鉴定武器的鉴定术有保鲜时间，4天不做bxs，就鉴定不出来附加效果了。  

123 武器强化加入 武器可以在扬州铁匠处进行锻造强化damage了，命令为ask huo ji about 强化，强化宝石为天月魄，每次1颗，有失败几率                                

武器可强化次数等于武器等级，一般来说低等级武器可强化次数小，但是一次强化数值高，失败几率也高一些                                             

高等级武器，可强化数值总上限会比低等级武器上限高一些，但是，一切皆看rp 

举例：1级武器，可强化1次，1次强化随机值为18-36,上限是36，强化成功率为20%                                                                    

      8级武器，可强化8次，1次强化随机值为3-6，上限为48，强化成功率为50%                                                                     

另：武器强化是富人游戏，穷人靠边。。。。       

128 华山剑意fix 1.jianyi的一个bug修复                                                  

2.jianyi以前只对华山剑法有效，先修改为对华山剑法，独孤九剑，玉女十九剑均有效，一旦切换到其他功夫，会被移除效果                               

另有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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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yi只有持有sword类武器才有效   

129 华山剑意调整 对狂风快剑支持了   

134 慕容大招斗转加入 取得方式：铜雀台                                                       

perform格式：perform douzhuan-xingyi.douzhuan                          

发出条件：斗转星移>400级，神元功>400级，激发神元功，后天身法大于40     

效果：反弹物理化学伤害，偏移(免疫)busy，不免疫反弹一招晕               

      反弹偏移都有几率，总体来说，sk等级越高，几率越高                 

      物理反弹请参考npc乾坤大挪移                                      

      1000级功夫，化学反弹几率2/3，busy免疫几率1/2                     

      1300级功夫，化学反弹几率3/4，busy免疫几率2/3                     

      1600级功夫，化学反弹几率5/6，busy免疫几率3/4                     

      先天身法足够高者有加成                                           

持续时间：与神元功等级挂钩，最长30秒，最短10秒。出师减半，判师再减半   

冷却时间：与斗转星移等级挂钩，最长120秒，最短60秒。出师加长1倍，判师再加1倍                                                                  

出师慕容最好效果：2分钟cd，15秒持续，so，出师的洗洗睡吧   

135 慕容大招另外一些说明 华山独孤九剑.po/poqi都可以消掉斗转效果，另：此招使用过程中会消耗大量内力，请使用者多带内力药。极少量慕容精英弟子出来

行走江湖，有遇见的请小心。(只有两个任务暂时加入)     

136 雪山大招-月剑加入 取得方式：铜雀台18分                                                   

perform格式：perform xueshan-jianfa.yuejian                            

发出条件：雪山剑法>400级，雪山内功>500级，激发雪山内功                 

效果：降低雪山剑法所有perform的自身busy时间，juebi，liuchu，linhai，hefeijiutian，chandou都降低                                             

      激活后，这些perform的自身busy时间最长1秒，最低0秒(有几率)，每次出效果都会降低自身内力                                                 

      此效果可以与风霜雪梅剑buff任一种叠加                             

持续时间：与雪山内功等级挂钩，最长18秒。出师持续时间减半               

冷却时间：与雪山剑法等级挂钩，最长120秒，最短45秒，等级越高，冷却时间越长（没写错）。出师加长1倍                   

137 雪山大招月剑一些说明 月剑后busy为0的情况有固定几率的，有随剑法等级提升而提升的，自行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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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峨嵋大招-峨嵋九阳功加入 取得方式：铜雀台20分取得获取资格，然后找周芷若ask zhidian获取(需要做完峨嵋新手任务)                                                          

使用格式：战斗中临济十二庄的tiandi,longhe,daxiao都会有极大加成         

发出条件：激发灵济十二庄内功，战斗中运tiandi,longhe,daxiao，自然会出效果                                                                     

效果：                                                                 

      极大加强tiandi回内力效果，实名玩家秒回数值从2000起，实际大部分情况不低于4000。此效果非实名玩家效果为1/4~1/5之间。

出师来峨嵋的效果有大幅度削弱。                                                                 

      longhe的buff效果大幅度加强                                            

      daxiao的疗伤效果大幅度加强                                            

持续时间：战斗有效                                                     

冷却时间：无                                                           

其他：老方式已经获取峨嵋九阳功的id，使用照常，无法继续提升          

139 门派大招部分调价 因各门派大招陆续加入，竞争激烈，有下列调价措施：华山 无剑胜有剑 降价，古墓 玉女心经注解 降价，大轮寺 金刚篇 降价，

慕容 斗转星移真解 涨价 

140 明教大招加入-即原铜雀台buff增强 

调整 

取得方式：铜雀台15分取得                                               

使用：乾坤大挪移danuoyi这个buff可每日次数增加，稍减少每次长度。        

发出条件：可发出大挪移buff即可                                         

效果：次数增加倍数与光明圣火功等级挂钩，最大增加倍数为12倍，每160级加1点倍数                                                                

      举例：1920级光明圣火功支持12倍，如果是6层大挪移对应可以有每天24次大挪移机会，7层48次                                                  

          800级光明圣火功支持5倍，如果是6层大挪移对应可以有每天10次大挪移机会，7层20次                                                            

      这个次数出师减半，判师再减半。                                   

      纯门派取的大招后，对此buff的攻击命中以及伤害有额外加成           

持续时间：持续时间和大挪移等级挂钩，7层持续时间在11分钟左右，6层在8分钟左右，5层5分钟。出师判师过来的持续时间减少1/3                        

冷却时间：5-7分钟不等，和层数挂钩，一般会被覆盖在持续时间内            

其他：此次数增加效果，出师无效。已取得此大招的，直接覆盖原有效果      

144 明教门派大招大挪移注解效果说明 除了加大挪移buff次数外，对乾坤大挪移的冲层有极大好处，纯明教有效 

145 神龙英雄pfm调整 命中降低，瞎眼时间封顶为8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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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铜雀台休闲玩法放出 和以前铜雀台一样，就是pick命令改为pick_xx,时间长度加长，积分为1/2分，额外奖励为常规台的一半，摘取cd为4天 

147 天地会大招-浩然正气决加入 名称：浩然正气决                                                       

取得方式：铜雀台16分取得                                               

使用方法: jifa force cangming-gong，yun/exert zhengqi 你自己的id       

效果：极大的加强天地会perform的命中率，大部分招式是90%+命中            

      除danxin-jian的feihua不支持这个效果，其他绝招都支持              

      busy，化学，物理，命中提高都支持                                 

持续时间：随浩然苍冥功等级提高而提高，最短6秒，最长12秒，有判师出师减半                                                                     

冷却时间：随浩然苍冥功等级提高而减少，最短180秒，有判师出师加长一倍    

其他：持续时间内效果最多出现3次，最少1次，随浩然苍冥功等级提高而提高，有判师出师最多一次 

153 百晓生任务加入额外奖励 如果完成任务时间低于270秒并且打破自己成绩记录，可以额外获得一个宝石 

154 朝廷大招加入 朝廷大招放出，分2个部分：                                              

1.文韬，铜雀台12分，效果：降低alert cd（随为官等级增加降低），最低10秒。增加召唤大内个数（随用兵等级增加增加），最多8个；                    

   纯朝廷，加强效果：对于缠绕busy，解除busy几率增加，增加数值与为官，用兵等级挂钩，最高1/3几率解除，100%缩短一半busy

时间；                    

   新增效果：对于截脉busy，有几率解除busy，几率与为官，用兵等级挂钩，最高1/3几率解除，100%缩短一半busy时间；                            

2.武略，铜雀台10分，效果：增加panlong-gun.beng的棍数，纯朝廷立加2棍，激发碧血心法且碧血等级超过1300，再加1棍子，最高

效果可达9棍子。非纯门派仅加1棍子 

156 古墓出师删除部分mark 现在古墓正常出师可以学到倒乱刃了 

157 日月部分大招放出 日月神教：                                                             

     葵花神功.归冥：铜雀台10分                                         

使用方法：yun/exert guiming 自身id                              

施放条件：500sk，500内力以上，激发sword为pixie-jian，无互博，无六脉，右手持针                                                        

功能：普攻加速，最高增加3.5，先天身法50，可增加4.5              

攻速加成：(先天身法*10-100)或者(sk等级/5-60)，加成不超过300%（ 实际为2+1*3），2者取小；                                               

持续时间:(先天根骨*10-100)或者(sk等级/20)秒,2者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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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时间：(50-先天根骨)或者(40-sk等级/50)秒,2者取大,最小为1秒； 

其他要求：必须是纯粹单门派日月弟子才能使用（出师判师者免了）。  

     辟邪剑法.突刺：铜雀台10分                                         

       使用方法：perform sword.tuci,需要持针                           

       功能：化学连招，第一下有几率busy对手，且命中提升                

       连招计算：和葵花神功等级，jifa后的dodge等级正相关，最多可连续刺出9针，1100级武功大概是5连                                             

       其他：出师判师连招数减半+1，且命中下降1个小等级 

158 丁坚恢复本色 又会杀人了 

159 日月任我行系大招放出 泼墨披麻剑法.乱泼墨：铜雀台15分取得mark，然后给丹青生画，一定几率习得剑法                                                               

使用方法：perform pomo-jianfa.luanpomo                                

功能：将敌人攻击迁移走或者迁移到另外一个敌人身上，需要激发parry为pomo-jianfa。增强版大挪移牵引                                             

迁移几率：与剑法等级，日月神功等级挂钩，与先天身法挂钩，最高85%几率，出师减半，判师减半                                                     

         1000sk，30先天身法，纯门派大概55%几率                              

持续冷却时间：与剑法等级，日月神功等级挂钩，与先天根骨挂钩，判师出师有惩罚                                                                 

其他：有葵花神功无法施展这个绝招 

161 pp和vast修改 vast将仅能find中文名，pp可以升级了，升级后cd减半，busy全无 

162 护送任务更新 护送exp上限提高到1000m，250m以后每天可以做5次；                        

从200m以后奖励向pot倾斜，到1000m时将全部为pot奖励。                    

有小概率黑衣杀手不吃一招晕，请用强力连招kill掉。                       

另：黑衣杀手是copy气血的，血牛轻饶远。                                 

组队经验差不能超过1倍 

164 桃花大招放出 桃花大招放出                                                           

加入新武功奇门八卦阵，找黄药师可学习，不可练习，可以激发为dodge   

说明：先布阵,buzhen,有几秒布阵时间，然后可以有三种特殊效果        

    1.遁形,dunxing---在阵形掩护下，可以在busy结束前逃跑                

    2.惑心,huoxin---加强桃花各pfm的命中，并有几率短时间busy当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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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伤神,shangshen---加强桃花各pfm的伤害                             

取得方法：布阵：铜雀台10分 其他效果各4分，三种效果，400级八卦阵以前不能学会，400lv以后每400lv可学习一种                                 

使用方法：perform qimen-baguazhen.buzhen,根据八卦阵等级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布置时间：3-11秒。出师判师为：4-12秒。然后每

隔4秒(出师判师为7秒)会加深一次阵法效果，此持续时间和先天悟性挂钩，最长35秒，最低15秒，43先天悟性纯桃花可以达到8次叠

加，出师过来的最多5次叠加                                                          

施放条件：400sk，400奇门八卦，500特内，800内力以上                

功能：                                                            

      遁形--busy中可提前逃跑到临近房间，可提前时间与先天身法，当前阵法叠加次数挂钩。举例：先天身法30，当前阵法叠加为

3次，那么可以提前60秒逃跑                                                                     

      注意：不是解busy，而是逃跑，有特殊房间(极少)无法使用此效果       

      惑心--每2层增加桃花岛pfm一个小等级命中，并且在每次阵法流转时有几率busy当前目标一个阵法流转时间（4-7秒）                                

      伤神--每层加5%桃花岛pfm伤害                                      

     冷却时间：与碧海神功挂钩，最长120秒，最短60秒         

165 武当大招放出 武当大招放出                                                           

取得方法：铜雀台10分                                                  

使用方法：战斗中yun taiji，可取得蓄力效果，替换掉原有回血效果，每5秒蓄力一次，蓄力次数越多，太极剑pfm lian和sanhua的威

力就越高，释放一次pfm后，蓄力清0，需要重新蓄力                                            

施放条件：500太极神功                                                 

冷却时间：20秒，出师判师各加10秒                                      

说明：每次蓄力数值与太极神功等级挂钩（最高55），蓄力最大次数也与太极神功等级挂钩（最多35次），出师判师这两个值均减半，

另外，此蓄力效果脱战失效                                                                   

举例：太极神功2750级可以出最高效果，对于lian和sanhuan而言，蓄力最高等于额外附加战斗伤害1900，不过这得等大概2分45秒以

后才有这样的效果 

167 各式大力丸上线 狗鞭大力丸                                                             

 降低空手加力消耗10%，5分持续，10分冷却，百晓生时间300-360秒有几率获取 

鹿鞭大力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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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空手加力消耗20%，10分持续，15分冷却，百晓生时间270-300秒有几率获取                                                                     

虎鞭大力丸                                                             

 降低空手加力消耗30%，20分持续，25分冷却，百晓生时间低于270秒有几率获取，低于240秒有更高几率获取，低于270秒且打破

自身记录100%获取 

173 麂皮暗器袋上线 可以把各种暗器装进麂皮暗器袋，目前设置最大装置800件暗器。              

使用暗器技能时，如果身上有暗器就用身上的，身上没有就自动使用暗器袋里的。                                                                     

死亡或其他丢失暗器袋的情况下，不会丢失袋里的暗器，重新买个袋子就是了。 

带有暗器技能的门派的弟子，连线时自动提供暗器袋（需服务器重启后生效）。 

丢失袋子可以到扬州杂货铺购买。非暗器门派的弟子也可自行购买使用。 

177 日月教修改 任我行回归日月神教之后大力整顿部下，梅庄四友再度拜服在老任麾下，从此老任的亲传弟子可以不用带四宝空着手进梅庄了。                             

此外，为了便于指点弟子武功，黑木崖上的任我行允许在他跟前进行吸气动作了。    

178 修改阴阳倒乱刃不能wbei的bug 现在老淫贼的绝招可以正常互备了。先激发刀法和剑法为阴阳倒乱刃，然后wbei yinyang-daoluan yinyang-daoluan即可。wbei的基础

速度是1.5。           

双手武器无法轮流攻击的bug也同步消除。 

179 levelup天赋加点重新明确 levelup加到50点天赋上，会重新选择一次再加点，如果还加到50点天赋，会提示天赋绝顶无法再加，确保50点先天上限   

180 增强天地会部分武功 1、五虎断门刀的perform duan增强伤害和命中（还是不高，不要抱太大希望），最多出五刀。不管能出几刀，最后一刀如果命中敌人，

则有基于双方膂力判断（B-）等级的概率能够打飞对手武器，但自身武器也会消耗一些耐久。         

注意：第五刀只有命中之后才有后续的额外打飞判断，没命中的话啥效果都没有。                                                                     

2、碧血丹心剑的perform feihua增加额外效果。「雨打飞花剑」原先四连四顿共计十六连击保持不变，但每一击只要命中对手，就有

额外的攻击效果。       

额外效果分两种：「雨打式」短暂busy对手，并且该busy可以累积；「飞花式」使用化学伤害攻击对手。                                                 

两种效果的命中率均是基于浩气苍冥功判断的（C）等级概率，且能够同时攻击多个目标。                                                             

目标数量与浩气苍冥功有关，从100级起，每增加200级增加一个目标，最多5个目标。                                                                 

如果获取了铜雀台的天地会大招浩然正气诀，则额外增加一个目标，命中率提高一个小级到（C+），「飞花式」造成的伤害增加50%。                        

3、以上perform均支持新格式。比如：perform danxin-jian.feihua 

181 韩员外调整 一是调整等待时间提醒。每次接任务时韩员外会告诉你大约几分钟之后可以获得完整奖励，以前老韩只是随便说说逗你玩的，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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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输了，从现在开始他会比较准确地告诉你时间了。                                                 

二是如果某一天要求的任务总数没有完成，到了第二天被重置为0级时，要求的任务总数也会被同步重置回初始设置的50次。                               

enjoy it!                               

182 大轮寺的火焰刀和星宿的火球稍作

修改 

现在中了火焰刀的焚字诀，衣服被烧光的时候会遗留下一件烧焦的破烂衣。这件破衣服随时可能被风吹成碎片，不想光屁股到处跑

的话，你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去为自己找一件新衣服来穿。                                             

星宿的火球同等处理 

183 调整部分武功的perform 1、修改以下武功的perform以支持新格式：醉拳、玄铁剑法、参合指法；       

2、参合指的参商指原先拼写有误，参商的正确读法应该是shenshang而不是canshang，予以改正；                                                      

3、修改圣火令法夺兵器的描述，以切合实际；                              

4、略微调整碧血丹心剑的雨打飞花内力消耗，1-2个目标消耗的内力减少，3个目标持平，3个以上增加。 

184 暗器攻击perform增加支持指定暗器 以前身上携带很多种暗器时，无法指定使用哪个暗器进行perform攻击，现在支持指定暗器，格式：                                                     

perform <特殊功夫>.<招式名称> [<施用对象>] [with <暗器>]         

详见 help perform 

186 task任务增加新模式 原有task是找物品、交物品、杀人三个环节，前两个环节保持不变，杀人环节增加两种新模式。                                                         

一是真凶模式，找到NPC时同步出现一个真凶，与NPC互杀，你需要帮助NPC杀掉真凶。真凶免疫一招晕，且只存在15秒时间就会消

失（10秒时会有一次信息提示），你要做的是在15秒里施展所有输出手段帮助NPC打死他。无论由谁打死真凶都算任务完成。到时间

没有打死真凶，或者NPC被真凶打死，都算失败。这个模式考验玩家输出能力。当然如果你给任务NPC复制了足够厉害的功夫，站着

看他打死真凶躺赢也不是没有可能。                                           

二是同伙模式，找到NPC时同步出现一个同伙，与NPC互杀，你可以旁观，也可以主打攻击这两个人。你要做的是把两个人的气血（小

值或有效值都行）都打到30%以下，然后使用arrest或daibu命令抓住他们。此模式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有一个人的气血不达标就无法

逮捕，如果打过头了，打晕或打死任何一个都算失败。这个模式考验玩家控场能力。                                           

以上两个模式，任务NPC均复制玩家技能和气血，真凶和同伙复制气血，使用阴阳倒乱刃。NPC、真凶或同伙均不会主动攻击玩家（你

hit他引起的叫杀除外）、不会四处乱走，可以被busy。除真凶之外的其他人不会pfm、可以被一招晕（真凶会使用倒乱刃加速pfm）。                                              

以上两种模式与传统杀人模式随机出现。任务奖励参照原有奖励类型，传统杀人模式的经验潜能奖励提高到原有的1.8倍，真凶模式

2.1倍，同伙模式2.8倍。物品掉落保持不变。任务失败没有惩罚（自然也没有奖励）。                   

同步增加数样task物品，以扩充task任务总数。各项设置根据运行情况还可能再进行细调，请留意news公告或QQ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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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暗器袋重量的问题修复完毕 暗器袋重量异常的问题修复完毕。身上还带着旧的暗器袋的可以重新连线，或者到垃圾堆drop然后去杂货铺买新的。                                       

现在从袋子里取暗器可以直接 pull 100 anqi 这样，不用 #100 pull anqi 

188 task新模式调整设置 真凶模式：                                                             

1、取消一招晕限制，现在可以用一招晕招呼真凶了；                        

2、如果两个NPC初始在安全区开始战斗，可以通过问任务NPC（不是真凶NPC，不要问错了）关于fight，让他们随机移动去隔壁房间，

并且真凶的停留时间会延长5秒（只生效一次，也就是如果在多个安全区房间移来移去，是不会重复延长的，遇到这种情况就认倒霉

吧……）；                                     

3、福源高的玩家，运气好时真凶停留时间会延长2-4秒；                     

同伙模式：                                                             

1、在安全区发生的战斗，同样可以通过问任务NPC（非同伙NPC）关于fight，让他们随机移动去隔壁房间。                                               

2、可以供逮捕的气血值从30%提高至35%-40%（随机看运气）。                

额外提醒：                                                             

不管哪个模式，如果你跟NPC不在同一个房间，即使任务完成也拿不到奖励。所以让NPC移动时别跟丢了，如果没跟上让NPC一刀把

真凶切了，就自己面壁去吧。 

189 task真凶模式增加羁绊功能] task真凶模式进入战斗之后，任务NPC会提示你能够通过 gou 命令对真凶使用羁绊功能。                                                               

羁绊功能“夺魂弯钩”的作用是在原先真凶要逃走的时候，强迫他一直留在原地，付出的代价是从羁绊生效时起，玩家会受到每秒

5%最大气血值的伤害。       

伤害会一直保持，直到真凶被打死，或者玩家的气血（小值或有效值）小于50% ，此时NPC将摆脱羁绊逃脱，玩家会昏迷。                                  

羁绊期间可以正常攻击、pfm，可以用疗伤、吃药、吸气等等各种手段延缓自己的伤势，但不能离开原地。逃离原地会导致羁绊失效，

所以也不能换武器。     

使出洪荒之力干死真凶吧！    

190 邪派公共武功“冰蚕毒掌”开放 冰蚕毒掌普通攻击伤害中等，附带寒毒特效，每次命中对手时附带冰魄寒毒，并有概率触发伤害特效。伤害特效属于化学攻击，触

发概率与冰蚕毒掌等级和双方的毒技等级有关，伤害与冰蚕毒掌等级有关。触发伤害特效时，还有一定概率牵动对手体内所有中毒

效果发作一次（包含冰蚕毒掌自身的寒毒和其他所有毒），此概率取决于双方毒技等级。只有触发伤害特效之后才会触发毒发特效。       

冰蚕毒掌属于邪派武功，所以要求保持道德<-10000。达不到该要求，虽然也能使用冰蚕毒掌，但是你会发现它变得毫无威力。                             

冰蚕毒掌带有一个perform 寒冰突袭，效果是逐渐提高冰蚕毒掌的攻击速度，最高提高50%，提速的快慢与冰蚕毒掌等级有关。只能

南侠wiki  第699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在战斗中使用，且退出战斗和各种停止使用冰蚕毒掌的动作（比如装备兵器、更换激发武功等）都会使该效果消失。                                                               

冰蚕毒掌无法自行修炼，只能通过冰蚕来领悟和提高。吸引冰蚕需要神木王鼎，先向丁春秋和阿紫询问鼎的去向，阿紫会给你线索，

然后按照线索去寻找神木王鼎的下落。拿到鼎之后，带上火折去星宿海附近，到深涧对面的山洞去找找路。找到古怪虫豸经常出没

的地方，就可以依照神木王鼎的提示开始吸引毒虫炼毒了。                                                                     

被吸引来的毒虫分为四种：蜘蛛、蝎子、蜈蚣、冰蚕，都可以用于炼毒并提高毒技等级，炼毒要求和效果逐渐提高。只有冰蚕可以

增长冰蚕毒掌的等级。       

理论上说，可以修炼的毒技和冰蚕毒掌等级没有上限。但因为神木王鼎是木头做的，用得太多就会坏，必须重新找鼎才能继续修炼。

而阿紫是个没耐性的小姑娘，问得太勤了她会不耐烦，所以每隔2个小时只能问一次神木王鼎的下落。    

191 阿紫提供收费定位神木王鼎服务 ask a zi about help 阿紫同学可以提供收费定位神木王鼎服务，一次收费200 gold，钱庄收款。                                                      

但是不能问得太早了，给了寻香虫后起码5分钟之后才能问。                 

阿紫同学表示，同学们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能比她还懒啊！ 

192 神龙和白驼师父增加poison等级 大名鼎鼎的“西毒”欧阳锋毒技提高到800级，不过他的徒弟只能跟他学到380级。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饲养毒蛇不可不会毒技。神龙教的洪教主也拥有了200级的毒技，教中的胖瘦两头陀、陆高轩80-150级不等。    

193 提高白驼怪蛇毒的效果 提高白驼怪蛇毒的毒发效果，伤气血、伤精神。                           

同时修改灵蛇杖法pfm shoot，增加poison等级要求，提高命中概率（命中时附带白驼怪蛇毒，发作时间与poison等级有关），降低反

噬概率。同时降低命中时造成的直接伤害。    

194 天龙的飞花拆迁去六脉 六脉新加了perform 剑气纵横，一切要求和效果与飞花一样，只增加了一个50后天悟性的要求（因为原先跟王MM学飞花要50悟性）。                         

飞花目前还在，过段时间再废弃掉。这段过渡时间里两者并存，就当是测试吧。 

197 星宿增加一个小分支 原有星宿TQT大招“毒神附体”保持不变，增加一个TQT大招“幽冥火焰”，同样需要纯门派，出师叛师均无效。注意：毒神和幽冥两

者只能选择一个！学会一个之后无法再学另外一个！                                                 

化功大法增加功能exert powerup，学会幽冥和毒神其中一个之后才能使用。    

幽冥powerup的效果：提高所有化学伤害10%，enforce/jiali的上限翻倍，使用火球和火墙不再需要事先点火，且火球的命中率提高一

个小级，在面对多个敌人时，有50%几率额外攻击一个敌人。但平砍的攻击速度减少200%。              

毒神powerup的效果：平砍攻击速度提高50%，受到的物理攻击伤害减少5%，所有攻击（武器和空手）均附带毒神毒，但毒效果不如

毒神开大招时的效果好。     

原有星宿毒掌下的pfm毒神保持不变。          

南侠wiki  第700页，共713页 



江南侠客行 

198 星宿抽髓稍做修改 双方都会化功大法时，比拼化功大法和毒技修为情况，会减少抽髓的效果。其他情况不变。                                                             

毕竟大家都是内行时就不那么好忽悠。                                     

这个算是增强还是削弱就不好说，大家自己体会吧。 

199 因通货膨胀，各地荣宝斋收购物品

价格调整 

因通货膨胀，各地荣宝斋收购物品价格调整                                 

所有收购物品合计累计售卖500件以上收购价90%，800件80%，1200件70%，1800件60%，2500件50%                                                       

玩家可以用discount命令看到折扣情况                                     

即时生效   

200 提高新手钓鱼的收益 提高除十二大派之外的其他门派新手起步阶段在钓鱼上的收益。               

在不同经验阶段分别提高大约7-10倍。 

201 提高部分任务奖励 1、大幅提高萧峰、韩世忠、公孙止、胡一刀、韩员外任务奖励的钱，提高奖励高品质宝石的概率。                                                     

2、提高孟之经额外奖励宝石或装备的概率和品质。                          

3、大幅提高百晓生提供禽兽宝石的概率。 

202 荣宝斋库存和打折设置修改 1.库存数量影响收购折扣改为：0-1999件时全价；2000-3999件时九折；4000-5999件时八折；6000-7999件时七折；8000-9999件时六

折；10000件以上五折。   

2.荣宝斋每24小时消减库存一次，消减额度随机，体现在收购折扣上是提高折扣10～30%。                                                              

举个例子：假设今日库存量8000件六折，在下一次消减库存时，可能消减到七折～九折之间的某个库存量。                                               

简单点说，就是荣宝斋的收购价会每日提高10%～30%。   

203 解密欧阳锋经脉逆转任务小修改 现在解密欧阳锋可以不用找李莫愁打针（你要喜欢莫愁大妈打针也可以，原先的模式保留），找一支冰魄银针扎自己一下就中毒了，

然后就可以去找西毒了。   

但是要小心，这毒是你自己给自己扎上去的，万一在找西毒的过程中毒发身亡了，那就算是你自己PK了自己，有可能导致真死哦！   

204 开放任务次数查询 扬州客店来了个道听途说的乞丐。去打听打听吧。 

205 修改所有特技BUFF的持续时间 现在所有BUFF类的特技效果一律改为一次使用、在线有效。不需要一直重复使用了。                                                                   

受影响的特技有：agile、greedy、intellect、ironskin   

206 修改日月的大光明持续时间 日月三门内功的大光明BUFF修改为一次使用、在线有效，同时取消原有的定时恢复少量气血功能，作为补偿，提高了日月神功和葵

花神功的BUFF效果，吸星大法略微提高BUFF效果。                                                     

取消激发以上内功时将同步消除BUFF加气血加精神效果（但DEBUFF效果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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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无常造化丹上线 现在主流各任务会有一定概率额外奖励一份特殊药材，凭此药材去华山朝阳峰找山中老人可以炼制无常造化丹，炼丹还需提供大量

黄金，具体金额在给药材时山中老人会提示。                                                         

药材不能存、不能卖、不能交易，只有自己能用，掉落之后有效时间1小时，超时消失。无常造化丹也不能存、不能卖、不能交易，

只有自己能服用。         

效果：减少下一次真死时的经验和潜能损失，每服用一颗，减少额度为随机5-12%，可以无限累计，但最终生效情况与个人经验有关。                       

0-200m时最多减少12%损失；200-400m最多24%；400-600m最多36%；600-800m最多48%；800-1500m最多60%；1500m+最多72%。                               

也就是说药效可以累计超过以上数值，但在死亡时最终生效的效果不会超过上述数值。                                                                 

有凤凰涅磐的，凤凰生效减少的损失可以与无常造化丹效果累计。生效规则是：比如凤凰减少50%损失，无常造化丹再减少40%，那

么实际效果是凤凰减少50%后剩下的部分再减少40%。                                                  

所有累积药效不受假死影响，在下一次真死时一次性发挥作用，无论是否有凤凰生效，都会清空药效。                                                   

可掉落药材的任务包括：萧峰、韩世忠、公孙止、胡一刀、刺杀、韩员外、百晓生、南海神尼        

209 无常造化丹补偿说明 做一次无常造化丹花费的钱=(exp/100000+1000)gold，可以一次性给，也可以分几次给，但是过程中不能下线，下线就失效了。                             

给完钱之后要等待山中老人做药，一小会儿时间，不能离开。如果老头做完药发现你不在，他就自己吃掉喽。   

210 桃花的弹指神通可以激发为暗器  

211 误入比武场地有个新命令离开 误入比武场地有个新命令（leave）离开。 

212 无常造化丹原料掉落调整 韩员外、刺杀、公孙止、韩世忠任务移除掉落，不再奖励无常造化丹的原料。   

百晓生5分钟以内完成任务的提高掉率。                                    

高等级神尼的掉率提高。                                                 

万安塔7层给的盒子增加掉落。   

214 冰蚕毒掌临时技能书上线 扬州杂货铺现提供冰蚕毒掌临时技能书供各位魔头试用，一次使用在线一小时有效。需要多次试用的可以quit后再试用。 

216 增加指令 focus 指令格式 : focus <人物>                                                

这个指令让你把一个人物锁定为自己的焦点目标。当你同时面对多个战斗对手时，如果锁定了其中一个为焦点目标，那么你的攻击

将集中在该目标身上，直到目标死亡、脱离战斗或离开房间，才会转移攻击其他目标。                     

你可以在进入战斗之前就先锁定一个焦点目标。                             

focus none 可以取消目标锁定。                                          

另外，对于类似于胡家刀法这种会自动强制转换攻击目标的perform，可能会攻击到焦点目标之外的其他对手，请自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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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纯门派公共部分上线 一、成为纯门派的条件                                                   

1、没有任何出师或者叛师的纪录；                                        

2、纯门派分为5级：记名弟子（lv1）、入门弟子（lv2）、入室弟子（lv3）、嫡传弟子（lv4）、真传弟子（lv5）。                                     

  lv1：经验50m以上；                                                   

  lv2：经验100m以上，过劫难，打通至少一条经脉，门忠20000；             

  lv3：经验200m以上，完成蜡像，打通至少一条二层经脉，门忠30000；       

  lv4：经验400m以上，消耗铜雀积分20分，打通至少一条三层经脉，门忠40000；                                                                    

  lv5：经验800m以上，消耗铜雀积分60分，打通至少一条四层经脉，门忠60000。                                                                    

成为纯门派之后，无法再以任何方式出师。可以叛师，但叛师时除了一般的叛师惩罚之外，额外增加更严厉的处罚：经验和先天四

维全部扣减20%。            

二、纯门派的好处                                                       

纯门派的优势分为公共部分和各门派自身的特殊部分。公共部分是所有门派的纯门派弟子都能享有的功能，特殊部分是各门派自身

的定制功能。公共部分有以下功能：                                                                 

  lv1：获得lv1头衔。给予一颗丹药，先天四维+2。只有自己能用，一生只能吃一次，遗失不补。                                                       

  lv2：获得lv2头衔。获得轻功增强，在战斗中每一次用轻功躲避对手的平砍或物理攻击时，都有一定概率自动busy对手。概率和busy

效果各门派稍有差别。默认值为D+概率，busy3秒。如果要关闭该功能，可以set no_dodge_strike 1。   

  lv3：获得lv3头衔。                                                   

  lv4：获得lv4头衔。获得内功增强。可向掌门NPC获取“凝神入静”BUFF，增加气血精神和5%伤害抗性，在线有效。各门派获得的

气血精神值有差别，与自身levelup的等级有关，且受top family影响，排名越低的门派增加得越多。伤害抗性是物理化学双抗。                                                   

  lv5：获得lv5头衔。融会贯通本派武学，提高“凝神入静”BUFF效果，气血精神加成增加50%的，伤害抗性提高到15%。                                   

相关功能和数值还可能进一步调整。                                       

218 星宿纯门派定制功能上线 除了纯门派公共部分之外，星宿派的门派专属定制功能如下：                 

  lv1：每隔10分钟可以分别向阿紫和大弟子索取一次门派暗器，提高每次给予的数量。碧磷针拥有冰魄寒毒和碧磷毒双重效果。碧

磷毒的效果是在毒发时导致对手每次施展pfm都有概率失败，失败时会busy2秒（注意：不是碧磷针一打中就生效，至少要毒发一次

之后才有效果）。lv1的碧磷毒效果是20%概率失败。     

  lv2：提高碧磷毒效果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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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3：提高碧磷毒效果到40%。提高星宿毒掌散毒的命中率。激发招架为星宿毒掌、内功为化功大法时，每一次成功招架对手的平

砍或物理攻击，都有概率自动吸取对手的内力小值为己所用。                                           

  lv4：提高碧磷毒效果到60%。提高散毒命中率，命中时额外增加冰魄寒毒。提高毒掌招架自动吸内力效果。增强抽髓效果20%，有

多个对手时33%概率额外抽髓另一个对手。提高摘星手暗器命中率和效果，暗器命中可导致对手立即毒发一次。                                                                     

  lv5：提高碧磷毒效果到80%。提高散毒命中率，额外增加冰魄寒毒和星宿麻痹毒（麻痹毒的效果是毒发时busy数秒）。提高毒掌招

架自动吸内力效果。增强抽髓效果50%，有多个对手时100%额外抽髓另一个对手。提高摘星手暗器命中率和效果，暗器命中导致对

手立即毒发二次。火球拥有溢出攻击的功能。溢出攻击的意思是，当火球造成的伤害超过对手的气血小值时，超出的部分会溢出转

移攻击其他对手。有两种溢出效果：一是火花散射，平均攻击在场的所有对手，最多攻击4个目标；二是小火球，单独额外攻击一个

对手。                          

                                                                       

此外，星宿拥有多种暗器，除了常见的碧磷针之外的其他暗器很多人没有用过，顺便介绍一下：                                                         

  穿心钉：附加穿心毒，毒发时按百分比扣减气血。中穿心毒之后再使用星宿毒掌的穿心pfm，将消除穿心毒，改为封魔效果；                              

  烁心弹：附加烁心毒，毒发时减少量气血并busy数秒。                     

  无形粉：附加冰魄寒毒和星宿麻痹毒。                                   

  极乐刺：群攻效果，群体busy数秒，并附加冰魄寒毒和星宿麻痹毒。         

以上暗器是以前就有的内容，非此次纯门派计划新增内容，所有星宿门徒都可以使用，向星宿新手区的大弟子索取，一次性使用，

纯门派效果更佳。非纯门派弟子一次只给一个。碧磷针是向阿紫索取，可重复使用，非纯门派无碧磷毒效果。 

219 白驼山拜师学习稍做修改 现在白驼山的弟子拜了欧阳锋之后，还可以继续向欧阳克学习或者切磋技能。   

弥补不能向欧阳锋切磋poison的缺陷吧。 

221 修改武当沾衣十八跌为知识类技能 1.修改武当沾衣十八跌为知识类技能，学会沾衣十八跌后激发太极拳为招架可获得原先沾衣十八跌的BUFF效果。                                           

2.修改沾衣十八跌的BUFF效果，去除原有的削减dodge效果，招架和伤害抗性纯武当的保持不变，出师叛师效果减半。 

222 开放第五层经脉] 开放第五层两条经脉，都打通之后奖励1点随机四维先天，不会奖励已满50的先天属性。如果四维都满50了，就奖励1点随机三维（福

源容貌灵性）            

暂时就这么个奖励，后续还可能再开放其他奖励，初步设想是体现在其他BUFF的效果里，待定。                                                         

另：纯门派lv5的真传弟子，原先要求的通脉四层提高到通脉五层。 

223 内功增加一个功能 内功增加exert enhance功能，要求1500级有效内功、5000最大内力、打通4层以上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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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主要是根据已打通的经脉进行一定程度的强化，强化效果跟已打通的经脉及打通方式（正通、逆通好运、逆通歹命）有关。                             

足太阳膀胱经：增加普通伤害抗性                                         

足少阴肾经：增加化学伤害抗性                                           

手厥阴心包经：增加毒抗性                                               

手少阳三焦经：增加busy抗性                                             

相关数值可能还会进行调整。后续开通的其他高层经脉还会再增加效果。    

224 增加状态抗性属性 状态抗性是新加的属性，每1点抗性减少被busy时间1%，如果是负的就增加被busy时间。                                                               

分为分项抗性和综合抗性，实际效果=被打中的busy招数类型分项抗性+综合抗性总和 

225 白驼纯门派定制功能上线 增加一门高伤害的西域怪蛇毒，每次毒发造成的伤害与中毒者气血相关，气血越高的伤害也越高。纯门派等级也会提高毒发效果，

非纯门派弟子只能用灵蛇杖法的喷毒pfm来施展，且威力远不如纯门派弟子。                              

白驼山所有师傅均增加召蛇术，主要用于蛇阵，非纯的可学可不学。           

                                                                       

lv1：开放蛇阵功能。灵蛇杖喷毒pfm不需要使用蛇杖。                       

蛇阵：向钱眼开要蛇笛，将蛇笛带在身上，需要时blow di召唤蛇阵。蛇阵出现时，房间的描述会有相应提示，所有人都能看到。召

唤蛇阵的CD固定为3分钟，存在的时间与召蛇术、纯门派等级有关。                                   

召唤者进入战斗后，蛇阵每隔3秒钟协助攻击一次，对对手施加各种蛇毒，每一轮攻击次数与纯门派等级有关。lv1 lv2时只有蛇毒和

白驼蛇毒，lv3之后增加西域怪蛇毒。                                                             

lv2以下时，因为无法完整操控蛇阵，蛇阵没有明确的攻击目标时，可能会自己随机对房间中的NPC主动发起攻击，慎用。                                  

lv4以上时，蛇阵会随机出现朱红大蛇，为召唤者恢复气血和内力，并提供16-25秒的增强，此时灵蛇杖的平砍/物理连会随机出现额

外的红字高伤害招数（类似绕指柔剑），并额外提高扫落叶pfm和蛤蟆功扑击pfm的伤害加成。             

蛇阵可提供围困功能，被围困的目标无法离开房间。围困目标的规则是：如果在战斗中召唤蛇阵，就围困所有敌人；如果是在非战

斗状态下召唤的，有focus目标时就围困该目标一个人，如果没有，就围困房间所有人（召唤蛇阵之后才进入房间的人不会被围困住）。                                               

蛇阵可以使用的指令：attack/hold/pullback attack <id>指定蛇阵集中攻击一个目标，并将该目标加入蛇群围困范围（如果原先没有围

困他的话）；不带参数的attack设为自由攻击，此时蛇阵配合攻击focus焦点目标或随机攻击敌人。                                           

hold 停止攻击任何目标。但lv2以下时蛇阵可能会自己随机主动发起攻击。     

pullback 在时间结束之前，提前撤除蛇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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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增强蛇阵，提高蛇阵每轮攻击次数和存在时间。提高西域怪蛇毒效果。    

lv3：增强蛇阵。提高西域怪蛇毒效果。强化灵蛇杖法，每一次击中对手或招架住对手的攻击时（需激发招架为灵蛇杖，且至少一只

手上装备了杖类武器，主副手均可），都有概率使用怪蛇噬咬对手，使对手中西域怪蛇毒。               

lv4：增强蛇阵。提高西域怪蛇毒效果。强化蛤蟆扑击pfm，提高伤害，减少自身pfm busy 1s，击中目标之后有50%概率会继续攻击，

直到招数打完或第2次击中对手。                                                                 

lv5：增强蛇阵。提高西域怪蛇毒效果。再强化蛤蟆扑击pfm，提高伤害，减少自身pfm busy 2s，最高命中次数提高到3次，并且如果

当前对手被打死、打晕或者气血<0，会自动转移扑击其他目标。蛤蟆功收发由心，如果进入对掌相持阶段，自己内力耗尽时可以抽

身而走，不会受伤。                                 

另：顺带修改了扑击pfm，全面支持新格式，现在扑击不再需要激发掌法为蛤蟆功，并且每一次扑击结束时都会有一个额外的信息提

示，这个不是纯门派专有的。扫落叶的pfm描述也修改了，原先的描述简直囧得不要不要的。           

227 武当纯门派定制功能上线   lv1：降低沾衣18跌请教和研习难度；减少太极剑“连”的pfm CD到9秒。     

  lv2：减少“连”pfm CD到8秒；提高梯云纵“纵”的效果，额外增加后天身法。                                                                     

  lv3：减少“连”pfm CD到7秒；提高“缠”未命中时自身无pfm busy的概率到40%（原为33%）；强化太极神功：500级太极神功之

后，被对手平砍/物理/化学招命中时，都有概率自动卸力，化解一部分伤害；强化太极拳，开启“绵里针” 

功能：当激发太极拳为招架、太极神功为内功时，每一次招架对手攻击或被物理招命中时，都有概率积蓄伤害，蓄力3～5次之后反

击造成化学伤害（busy时也有效，但只有招架时才能反弹，挨打时只蓄力不反弹），反击伤害值取决于积蓄的对手的总伤害值，沾衣

18跌可额外提高反击伤害。各次蓄力之间的间隔不能大于6秒，间隔过长无法蓄住力道，会重新开始蓄力计数；减少太极拳“刚柔”

柔招的发作时间间隔到4秒，提高伤害。                                        

  lv4：提高张三丰指点沾衣18跌等级上限到600级；减少“连”pfm CD到5秒；“缠”命中目标时也有50%概率自身无pfm busy；提高

太极神功化解伤害的概率和数值；延长“绵里针”蓄力间隔，额外增加反击伤害，减少内力消耗；减少“刚柔”柔招的发作时间间

隔到3秒，提高伤害；提高太极爪“无影爪”的伤害。  

  lv5：太极剑平砍/物理连增加一个太极剑意的高伤害招数（类似绕指柔剑，伤害比绕指柔剑略强，出现概率更高）；减少“连”pfm 

CD到3秒；“缠”自身无pfm busy的概率提高到：命中时50%/未命中时55%；提高太极神功化解伤害的概率和数值；延长“绵里针”蓄

力间隔，额外增加反击伤害，减少内力消耗，在群战时有50%的概率额外伤害一个对手；减少“刚柔”柔招的发作时间间隔到2秒， 

提高伤害；提高太极爪“无影爪”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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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纯门派弟子升级增加了消耗  升lv2：0.2m pot、0.5m exp、1w门忠                                     

 升lv3：1m pot、2m exp、1.5w门忠                                       

 升lv4：2m pot、4m exp、2w门忠                                         

 升lv5：5m pot、10m exp、3w门忠                                        

门忠消耗是原先就有的，经验潜能的消耗是刚增加的。   

229 增加夺命连环三仙剑设置参数 华山派 set no_lianhuan_annex <任意非零值> 可以使夺命连环三仙剑不附加物理攻击。出师、叛师弟子不管设不设置都没有附加额外

物理攻击。   

230 天外飞龙迁回华山剑法名下 如题，依照原著将天外飞龙迁回华山剑法名下，描述略修改，pfm需求不变，仍需剑宗或剑气融合才能使用。                                             

作为过渡，狂风快剑名下的天外飞龙继续存在一段时间，过几天再删除。       

请各位贱侠……喔不，各位剑侠，留意      

231 独孤九剑破兵器做修改 原著第27回写道：破枪式包括破解长枪，大戟，齐眉棍，狼牙棒，白腊枪，禅杖，惓杖种种长兵刃之法。破鞭式破的是钢鞭，铁间，

点穴蹶，拐子，蛾眉剌，匕首，板斧，铁牌，八角鎚，铁椎等等短兵刃，破索式则破的是长索，软鞭，三节棍，链子枪，铁链，渔

网，下鎚流星等等软兵刃。                           

按照原著，游戏里的whip类兵器应当属于破索式，而axe/hammer类属于破鞭式，staff/halberd类属于破枪式。因此依照原著对pfm pobing

做了对应的修改。    

现在pobing可以破除的兵器类别包括：sword/blade/whip/staff/spear/halberd/dagger/hammer/axe/throwing                                           

要求同样是对应类型基本技能100级，但独孤九剑1000级之后不再要求对应类型基本技能。                                                             

出pobing时的技能描述顺便做了修改。              

232 华山纯门派定制功能上线   lv1：玉女十九剑无双如果抽中的是连击或重击的效果，提高连击或重击的伤害。                                                                   

  lv2：提高九剑破气式的持续时间；施展狂风连环剑时，对闭气或疯魔的对手可视同busy状态，出一样的连招数量；额外提高剑宗

使用狂风连环剑时的命中和伤害加成（气宗无此效果）。                                             

  lv3：提高九剑破气式的命中和持续时间；激发华山内功或紫霞、使用九剑为招架、装备剑时，被对手物理攻击砍中可能激发“破

招”效果，不受伤害（华山内功的破招概率高于紫霞）；剑宗使用九剑平砍/物理连时，每一次命中对手都可能额外“追击”3招（额

外提高命中和伤害，属于物理攻击，但不会触发对手的挪移/斗转/硬功等等各种特殊效果，fight时遇到对手认输会停手。气宗无此  

效果）；开启tqt的九剑大招之后，总诀式pfm po额外增加效果，可取消对手轻功和招架的激发；气宗的养吾剑命中对手之后可为自己

恢复部分内力（剑宗无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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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4：提高破气式持续时间；提高“破招”概率；提高“追击”为4招；气宗激发紫霞时，被平砍/物理/化学击中都有概率化解部分

伤害（效果弱于纯武当的太极。剑宗无此效果）；使用九剑为招架并装备剑时，每一次成功招架对手攻击都可能激发“反击”效果，

对对手造成额外化学伤害。                         

  lv5：提高破气式持续时间，破气式命中使对手平砍速度降低300%；提高“破招”和“反击”概率，对手为疯魔状态时额外再提高

“破招”和“反击”的概率；提高“追击”为5招；气宗紫霞的内力上限系数从1.2提高至1.4，并增加50%毒抗性和20% busy抗性（剑

宗无此效果）。                                   

                                                                       

  注1：九剑破气式可同时对对手造成闭气和疯魔两种状态，破气式命中必然造 成闭气效果，但疯魔要进行二次判断，两者的提示

信息有差异，请留意。闭气效果无法使用内功exert，疯魔效果无法使用外功perform。                     

  注2：毒抗性的意思是，50%毒抗=对手施毒时 50%概率不中毒，超过100%就毒免疫了。                                                  

233 一代真龙专属特技上线 上线一代真龙三项专属特技：confuse/devastate/destiny，前两项只能二选一获取一个，后一个不限。                                                 

获取条件：人物等级100级，800m经验，取得“一代真龙”头衔（剿匪进宝库100次），然后到铜雀台30分换取。                                          

  换取destiny还需额外扣减 500m 经验、100m 潜能  

用途： 

confuse：群busy，纯经验判断，最高升级到4级                       

  注意这里说的群busy不是像少林一指禅那样一次busy一个，然后依靠自身无busy连续施展pfm。这里的群busy是一次施展就同时定

住多个目标。             

  一次能够busy住目标的个数与特技等级有关，1级时2个目标，每升1级加1，最高4级5个目标。                                                         

  命中概率也与特技等级有关，每提升1级，命中概率提高1个小级，最高4级时与太极剑的命中相同。                                                   

  busy时长与人物等级和特技等级都有关，大概的数值如下：                 

    lv100/1级时：15秒                                                  

    lv110/2级时：40秒                                                  

    lv120/3级时：65秒                                                  

    lv140/4级时：110秒                                                 

devastate：群化学攻击，纯经验判断，最高升级到4级                       

  一次能够攻击目标的个数、命中概率算法都与confuse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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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与人物等级和特技等级都有关，大概的数值如下：                     

    lv100/1级时：6000                                                  

    lv110/2级时：9500                                                  

    lv120/3级时：14000                                                 

    lv140/4级时：22000                                                 

destiny：最高1级，获取之后，任何时候真死都只造成最多0.1m的经验和潜能损失。                                                                   

confuse/devastate的升级不能使用levelup_special，需要到铜雀台的静室，使用木人静思升级。                                                       

每次升级需消耗1特技升级点、10铜雀台分、10万gold、100m经验、20m潜能。 

234 补充说明一代真龙特技 上一个news有个地方说错了，兑换destiny需要1000m经验，其他两个是800m  

另外，confuse/devastate的施展busy都是2s，confuse 2s CD，devastate无CD 

235 桃花纯门派定制功能上线   lv1 碧海神功exert qimen布阵生效期间，提高自身的技能命中抗性等级（也就是降低被对手pfm命中的概率，提高级别等于纯门派

lv等级。1级大约是5%的概率）。qimen生效的时长取决于奇门八卦和奇门八卦阵两项技能总和。          

  lv2 落英身法拥有比其他纯门派轻功更高的躲闪反击概率，且反击造成的busy时间更长。奇门布阵期间，额外再大幅提高躲闪反击

概率。                  

  lv3 提高玉箫剑法“缠”的命中率；弹指神通和兰花拂穴手不再引起对手叫杀；提高弹指神通的伤害；在面对多个对手时，弹指每

一道暗器命中目标后都会额外弹射继续攻击第二个目标，但弹射造成的伤害衰减；碧海神功开启exert bhcs功能，提供两种攻击模式，

均为攻击当前所有战斗目标（同房间非战斗目标无影响）：                                                               

    混乱模式：设置set bihai_chaosheng chaos，自身busy 1-4秒，中招的目标陷入闭气、疯魔状态，互相胡乱kill并设对方为焦点目标

持续砍杀16-20秒。仅限对NPC使用，玩家目标无效。要留意的是如果有目标在混乱中被打晕或杀死，这笔账是不会算在吹箫者身上

的。                                       

    痛苦模式：设置set bihai_chaosheng <任意值>，自身持续吹箫busy，中招的目标闭气、疯魔、攻速减慢300%-500%（根据纯门派

lv等级），气血、精神持续减少，持续15-25秒。                                                  

  lv4 提高弹指神通的伤害和命中；减少弹指神通暗器弹射时的伤害衰减（也就是提高弹射的伤害）；取得tqt大招“奇门八卦阵-布阵”

之后，qimen布阵生效期间如被对手busy命中，每秒都有50%概率自动解除busy状态。成功解除busy会使当前布阵持续时间减少5-10

秒。                                         

  lv5 提高玉箫剑法“缠”的命中率；提高弹指神通的伤害；面对多个对手时弹指神通可以进行第二次弹射；面对单个对手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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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左右互搏且两只手都空手，弹指神通可连射两次暗器，不会左右互搏的只有一定概率连射。             

  另：弹指神通弹出的暗器改为落在房间地上，但如果射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239 增加一个特技“一苇渡江” special cross 作用是在长江两岸和黄河两岸可以快速渡过江面，延迟2秒之后  

到对岸，落点的房间是随机的。                                           

要求500内力、300级基本轻功，身上负重不超过50%。                        

300级dodge时的使用CD为30秒，每提高50级dodge减少1秒，最低5秒。 

240 峨嵋纯门派定制功能上线   lv1 激活之心庄时，提高学习效果（读书、学习、领悟和练习有效）；提高雁行刀合击的伤害和伤害封顶上限；                                         

  lv2 提高风云庄的身法加成；提高雁行刀合击的伤害和上限；               

  lv3 提高大小庄疗伤效果50%；提高风云庄的身法加成；提高龙鹤庄的buff加成效果和持续时间；提高非实名的天地庄回内力效果

（实名的已经是顶级效果，不再增加）；提高雁行刀合击的伤害和上限，命中后可额外再追击2招（属于物理攻击，但不会触发对手

的挪移/斗转/硬功等各种特殊效果）；提高霹雳弹的命中和伤害，并可使对手短暂busy，附带类似火焰刀的持续烧伤效果；当对手激

发乾坤大挪移时，佛光普照有额外提示并可造成巨量伤害；                     

  lv4 提高大小庄疗伤效果到2倍；再提高风云庄身法加成、龙鹤庄buff效果和时间、非实名天地庄回内；进入战斗不会使之心庄失

效；可以同时激活2种临济庄心法（龙鹤庄不计在内）；灭剑使对手减攻防的效果翻倍；提高雁行刀合击的伤害和上限，提高追击为4

招/5招（激发大挪移的对手）；                    

  lv5 额外再提高之心庄学习效果；提高大小庄疗伤效果到2.5倍；再提高风云庄身法加成、龙鹤庄buff效果和时间、非实名天地庄回

内；可以同时激活3种临济庄心法；激活天地庄时额外提高50%加力上限；灭剑使对手减攻防的效果再增加一倍；提高雁行刀合击的

伤害和上限，提高追击为6招/10招（大挪移对手）。 

242 部分特技做调整 ironskin：                                                             

  lv1 加防御和护甲的效果不变，描述稍做修改                             

  lv2 提高10%化学伤害抗性和busy抗性                                    

  lv3 提高20%化学伤害抗性和busy抗性                                    

                                                                       

constitution：                                                         

  lv1 效果不变                                                         

  lv2 内力回复提高100点/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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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3 内力回复提高200点/秒（需要1级corporeity）                        

  lv4 内力回复提高300点/秒（需要2级corporeity）                        

                                                                       

corporeity：                                                           

  lv1 效果不变                                                         

  lv2 内力最大值上限提高10%                                            

  lv3 内力最大值上限提高25%（需要1级constitution）                     

  lv4 内力最大值上限提高40%（需要2级constitution）                     

其中lv2~lv4对北冥神功只有1/4效果，对化功大法和吸星大法只有3/4效果（比如：lv4对北冥只能提高10%，对化功和吸星只能提高

30%）。            

244 千年丹、火龙丹、女娲石、火焰刀

的调整 

千年丹、火龙丹、女娲石吃药不能无限制地提升，最多吃到超过支持的内力/精力最大值20%就不再增加了。特别要注意的是，一些

本身支持内力比较高的内功（北冥、化功、吸星、紫霞等），如果你自身的内力超过丹药的上限，吃药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内

力。请吃药前多留意，药不能乱吃，吃坏不补。       

火焰刀的焚稍作修改，现在只烧装备着的防具，带在身上没有装备起来的防具不会被烧毁了。       

245 一些门派大招的调整 桃花buzhen花费时间缩短，每次间隔缩短，全真神罡需要设置环境参数qz_shengang为非0值才会起作用了 

246 大轮寺纯门派定制功能上线及降伏

轮部分改动 

先说降伏轮的改动，这个是无论纯不纯都涉及的修改：set 锁 1 之后，降伏轮由原先的命中对手时可以锁对手的兵器，改为在对手

成功进行招架的时候触发锁兵器。                                                                 

  接下来是大轮寺纯门派的内容：                                         

  纯门派增加开放密宗加持力，放在龙象内功里通过exert施加，作为内功BUFF存在，持续时间与龙象等级相关，效果与欢喜禅等级

相关。加持力共有4种，共用CD 30秒：                                                            

1. 谛（效果：提高幸运值和内力恢复）                                    

2. 舍（效果：按比例降低自己最大气血，并按两倍比例提高物理伤害、化学伤害，提高5%命中率）                                                     

3. 寂静（效果：提高物理伤害抗性、化学伤害抗性、毒抗性、busy抗性、技能命中抗性）                                                             

4. 智慧（效果：提高后天膂力、悟性、身法）                              

                                                                       

纯门派各等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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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 开放谛加持力；减少“天人五衰”的CD；大经堂冥想能够提高欢喜禅等级（提升速度和等级与武当悟道一样）；                                     

  lv2 开放智慧加持力；减少“天人五衰”的CD；                           

  lv3 开放寂静加持力；提高火焰刀“焚”的命中率和伤害；提高血刀经“祭血神刀”的命中和伤害加成，最多攻击6轮（每轮之间

间隔2秒）每轮攻击增加1招，每次命中敌人都会按伤害值一定比例恢复自己的气血；减少“天人五衰”的CD；                                                                    

  lv4 开放舍加持力；提高火焰刀“焚”的伤害；提高“祭血神刀”命中回血比例；降伏轮的物理攻击在群攻中命中一个对手时，有

概率额外攻击2个其他对手；“天人五衰”减少内力消耗和CD，其中2招物理攻击不再触发对手的挪移/斗转/硬功等各种特殊效果，在

五招出尽之前如果对手被击败（气血<0），会自动转移攻击下一个目标，但只能转移一次；                                     

  lv5 可以对自己同时加持两项密宗加持力，并可以给其他人加持一项除“舍”外的三种加持力，但时间和效果减半（不能对低于自

己经验一半的目标加持，受加持者在10分钟内只能承受一次来自他人的加持）；提高火焰刀“焚”的伤害；“祭血神刀”每轮攻击再

增加1招，提高命中回血比例；降伏轮在群攻中命中时可额外攻击3个其他对手，且每一次被对手招架时都可能对其武器造成大量耐

久伤害（加上锁兵器就是双重判定）；“天人五衰”减少内力消耗和CD，在五招出尽之前击败对手可以不限次数转移目标。    

247 慕容纯门派定制功能上线 顺带修改了参合指「拈花点穴」和慕容剑法「满天星斗」的技能描述。参商指提供BUFF显示。                                                           

纯门派的内容如下：                                                     

  lv1 参合指「参商指法」额外提供伤害和攻击命中加成；                   

  lv2 提高「参商指法」伤害和命中加成；使用燕灵身法有概率融合斗转星移，从而提高躲闪反击概率，并对对手造成更长时间的busy

（需激发斗转星移，且斗转星移不低于500级）；                                                  

  lv3 提高「参商指法」伤害和命中加成；提高「拈花点穴」命中造成的busy时长，减少未命中的自身busy；慕容剑法「流星快剑」

增加一招连击，且如果连招命中三次以上，则有额外概率在收功时额外造成一击化学伤害（需激发神元功和斗转星移，且斗转星移

不低于500级），该效果有5秒CD（即5秒内最多只出现一次额外化学伤害）；                                                     

  lv4 提高「参商指法」伤害和命中加成；提高「拈花点穴」busy时长，减少未命中的自身busy；斗转星移「星移」命中之后有50%

概率自身进入“玄妙星移”状态，此时对任何对手的物理攻击均无视对手的额外招架功能（挪移/斗转/硬功等），该状态有30秒CD（即

30秒内最多只出现一次效果），开启tqt慕容大招可使该状态的持续时间增加5秒；斗转星移增加新pfm「移星换斗」，效果是偷师复制

对手的当前攻击技能作为自己的临时技能，等级约为对手的一半，持续时间与斗转星移等级有关，CD 1分钟，不能多次叠加；                             

  lv5 提高「参商指法」伤害和命中加成；提高「拈花点穴」busy时长；慕容剑法「流星快剑」额外再增加一招连击；斗转星移「星

移」命中之后100%进入“玄妙星移”状态；「移星换斗」在复制对手攻击技能时，可以同步复制部分高级内功，但持续时间较短，最

多不超过9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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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玉蜂浆增加1分钟CD  

250 天地会门派大招修改 正气决的效果大幅度提高，cd缩短（最短60s），持续加强（最长20s），效果次数增加（最高8次，即对8次pfm有效）,提一句，在天地

会大招影响下，天地会的busy有全mud最高命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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