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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 !
咱们是舐蟾咱们爱打劫 !
长腿的生物统统用刀切 !
脚底到头顶放火全烧烈 !
叫他们痛不欲生再死灭 !
所有的父母都要熏成脯，
所有的婴儿都要压成糊，
其他的全部丢进锅里煮，
咱们是舐蟾你们是食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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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 !
冒险背景

苦水丘沼泽中有一个自称“舐蟾”的地精部
落，当地精们发现部落里居然有个家伙会书写时，
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他撵了出去，然后拆毁了
他的小屋，并烧掉了他的所有家当。不管怎么说，
书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巫术，它不但会偷走你大
脑中的词句，还会进而夺走你的灵魂。尽管这名
被放逐的地精的名字如今仍被禁止提起（现在大
家都只叫他“花脸”，因为舐蟾部落在他的额头
和面颊上刺了许多字，作为对他破坏习俗的惩罚），
但从他家里翻出来的东西却对整个部落意义重大。

没错，“花脸”所保守的秘密可不仅仅是他
会书写。

在他余下的财产被瓜分或烧毁前，舐蟾地精
们发现了一个大木箱，里面装着许多有趣的物品。
对于大多数部落成员来说，最令他们着迷的当属
箱子里的珍奇烟花爆竹；但是部落酋长却对一张
意味深长的地图更感兴趣（幸运的是这张地图上
没有半个文字，只有上等的图画和虚线）。这张
地图描绘了苦水丘沼泽的边界，包括一条从舐蟾
村通往海边一艘破船的路线——根据地图上的图画
来看——那里还藏有数箱烟花爆竹。对于地精们来
说，“花脸”当初究竟是如何发现这些烟花爆竹、
怎么得到这张地图以及这条情报的问题都无关紧
要，只要地图上标示的位置确实储有大量焰火的
话，舐蟾部落将战无不胜！

呃，即便不能战无不胜，至少他们能有许多
焰火！想象一下那些堆积成山的焰火能烧掉多少
长腿怪的房子！

冒险概要

在这场冒险中，玩家角色们将是舐蟾部落的
地精，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是部落最优秀的精英。
部落酋长亲自挑选了他们，目的是要组成一支特
别行动小队，前往 “花脸”提到的那个位于破船
中的秘密基地，并安全带回更多的焰火。玩家角
色们将参加一场盛大的庆祝典礼，并且会有许多
地精试胆挑战，让他们有机会一展所长。次日清晨，
玩家角色们便踏上了前往海岸的危险之旅。当他
们抵达地图上所示的位置后，他们不仅发现了大
堆的焰火，还发现这里其实是舐蟾部落最害怕的

敌人——吃地精的地精：沃卡的老巢！为了维护舐
蟾部落的荣誉，夺回大量焰火，玩家角色们必须
打败可怕的沃卡并活着逃离。

引言
阅读以下文字，帮助玩家开始游戏。

你们是属于舐蟾部落的地精，生活在苦水丘沼
泽深处，沼泽位于一座讨厌的人类城镇“沙尖镇”的
南方。曾经有一些地精试图将沙尖镇烧个精光，如果
他们成功了的话必将成为一段传奇。可惜的是他们并
没有带足火种，最后反而落得个全灭的下场。

昨天，你们的部落发现一名部落成员一直在秘
密使用被禁止的技法——书写！这本身就已经触犯了
部落最大的禁忌。而更糟糕的是传言说他书写的其实
是你们部落的历史！你们都知道，书写会从头脑中偷

•• 沙尖镇茫古穆城
苦水丘

沼泽

X

瓦里西亚

关于本冒险

《咱们地精！》是一场非常规的冒险——
在这个单次短团中，玩家要扮演几只被赋予
重要使命的地精，寻找并带回隐藏的危险焰
火。玩家们可以选择模组12-15页提供的四张
预设地精角色卡作为自己的角色，也可以参
照《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156页的规
则，创建自己的独特地精角色。而在《开拓者
玩家伴侣：葛拉里昂的地精》中，则为地精角
色提供了更多选择。

此次冒险发生在瓦里西亚海岸，沙尖镇的
周边是一片滨海盐沼，人称苦水丘沼泽。此外，

《咱们地精！》也是我们全新的冒险之路：《玉
关白》系列的序幕模组。这个短篇冒险中的事
件与许多更大的事件相联系，所以如果你打
算带着玩家们跑《玉关白》的话，《咱们地精！》
就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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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词句，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迅速地带来厄运，所以
部落也别无选择：你们在他脸上刺满了文字以示惩
罚，所以现在大家都叫他“花脸”。然后你们将他撵
出了村庄，没收了他的全部家当，并烧掉了他的房子。

不过，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就在大伙儿
准备烧掉他的房子之前，部落酋长加洼在屋里发现了
个古怪的箱子。箱子里放有一张地图和许多焰火——
这些焰火立即就被用于烧毁他的房子了。然后今天
早晨，加洼宣布今夜将举行一场庆典，以驱
赶那些因“花脸”的错误举动而
带来的厄运。不过，让你们
更加兴奋的是，在场的各
位都被秘密邀请前往议事
厅会见加洼酋长。为什么酋长会召
见你们呢？答案只有一个，他有
一项非常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们……一项部落中其他地
精无法担当的任务。这将
是一次能让你们留名舐蟾
青史的大好机会！

议事厅的会议

酋长的议事厅位于村子中央，这里是名副其
实的舐蟾英雄博物馆——这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战
利品：比如偷来的武器、闪亮的宝藏和许多被虐
杀的小动物的盐渍尸体（大部分都是狗）。强力
的大肚皮酋长破篱加洼（混乱邪恶，男性地精 3
级游侠）在他伟大的摇摇椅上统治着舐蟾村。摇
摇椅高达 6 呎，让他能够更好地俯视对方。按照
传统，加洼酋长从来不会跟来者直接交谈。酋长
雇用了一名顾问，他会将要说的话悄声告诉顾问，
再由顾问转达。因为加洼酋长相信，从他自己口
中说出来的话实在是太伟大了，以至于可能会把
底层地精脑中那点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词句全部给
一扫而空。只有他专门安排的顾问——一个名叫斯
罗卜的穿得过于讲究并且高傲自大的地精（混乱
邪恶，男性地精 1 级专家）才能够承受酋长那些
伟大的词句而不至于害怕地晕过去。

当这次冒险开始时，玩家角色们都聚集在议
事厅的入口外面，等待斯罗卜传唤他们进去。给
玩家一些时间让他们互相描述自己的地精角色——
他们的角色都是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所以他
们都互相认识，而且当然互相之间也都有一些先

入为主的看法。当玩家们自我介绍完毕之后，就
会有一个尖声尖气的带着鼻音的声音（酋长顾问
斯罗卜）叫他们进入议事厅。

议事厅里，加洼酋长正坐在他的摇摇椅上前
后摇晃着。加洼是一个肥胖的地精，事实上他最
需要斯罗卜的地方在于他要靠着顾问的帮助才能

够爬上或者爬下那伟大的王座（他非常
谨慎地防止其他地精知道这个秘

密——只有很少的地精见过他
不 在 椅 子 上 的 模 样）。

斯罗卜叫玩家角色们在
酋长面前的土地上坐下

（多么巨大的荣誉！），但
是接下来却让地精们更加讶异

和震惊，加洼酋长竟然直接对他们
开口了！！他的声音低沉，中气十足。对

玩家们阅读以下文字：

“你们都是英雄，你们每一个。
你们是舐蟾部落最优秀的成员，当
然除了我之外。或许也除了斯罗卜

之外。你们听到我伟大的声音却没有逃走，就是最
好的证明。而很快，所有的舐蟾地精都将知道你们
的荣光，因为我选择了你们去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

“你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花脸家里找到了焰火
和地图。焰火非常赞，但地图更赞。地图上标识了
一条路线，通往海岸，花脸在那里找到了焰火。而
且上面还说那里有更多焰火！

“我们舐蟾需要这些焰火！你们明天就去把它
们弄回来。今晚我们搞一大堆篝火，能烧掉你们的
厄运，然后我们玩很多游戏，快活极了。明天你们
就去给我拿焰火。如果你们遇见人类，你们就让他
们死。如果你们遇见了狗，你们就让它们死。如果
你们遇见了马，你们就让它们死。如果你们遇见了‘多
腿又吃掉很多地精小孩儿的’，你们或许应该拔腿
就跑。另外如果你们没有找到焰火，你们就别回来，
否则我们会把你们丢去喂‘尖啸诺德’！”

会见之后，加洼酋长就没有多少时间或者耐
心继续跟玩家角色们交谈了。他让斯罗卜把焰火
所在地的地图给玩家角色，然后就命令他们离开
议事厅。

加洼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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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 !
地精们知道什么？

虽然玩家们并不知道，但玩家角色身为苦水
丘沼泽的原住民，多少应该知道沼泽中都有哪些
危险。如果玩家们问及下面提到的各种事物，那
么他们可以进行一个 DC 10 的知识（本地）检定
来得到答案——如果没有玩家角色成功（未受训的
角色也可以尝试一个 DC 10 的知识检定），那么
花 1 个小时以上在村庄里打听也可以得到答案。

苦水丘沼泽：这个沼泽妙极了！里面有许多地
方可以躲藏而且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不过有些东
西是有毒的，所以要小心。最好的地方在于人类通
常不会随便进入沼泽。他们害怕那些怪物。怪物是
有点让人担心啦，但是如果你在它们找到你之前就
知道它们在哪儿的话，逃走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
般你在进入苦水丘沼泽后可能会面对的危险包括：
野狗、大虫子、大蛇和大青蛙。噢，还有多腿又吃
掉很多地精小孩儿的。或许还有沃卡。

多腿又吃掉很多地精小孩儿的：沼泽里有很
多大虫子，不过最近最臭名昭著的则是一只被称
作“多腿又吃掉很多地精小孩儿的”的大蜘蛛（一
般都简化叫做“多腿的”）。这只大蜘蛛住在沼
泽中从舐蟾村到海岸之间的某处，而花脸地图上
的路线就正好从大蜘蛛的地盘中间穿过。

花脸的地图：这张地图相当简单，上面标示
的只有舐蟾村、位于海岸上的应该装着许多焰火
的破船，以及两者之间的一条小河。顺着小河，
玩家角色们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破船。不幸的是，
这条古老的破船同样也位于沼泽里那个吃地精的
地精——沃卡的地盘里，全舐蟾村的地精都知道。

沃卡：至少对于舐蟾地精来说，老沃卡可谓
沼泽中最为可怕的存在之一。她是一个饥饿的吃
地精的地精。传说称她曾经是舐蟾部落某位酋长
的妻子。她谋杀并且吃掉了那位酋长以及许多其
他地精，直到很多很多年前地精们将她赶出了村
庄。那之后，有传言称她住在舐蟾村以西的海岸
边的某个地方，虽然她从来没有回来过，但是大
部分在那一片沼泽地里失踪的地精想必都是被她
给吃掉了。

一大堆篝火

地精们花了整个下午的时间用树枝、木棍和
花脸家没有被烧毁的木材搭建起了柴火堆。当夜
幕降临之际，四个地精就奋力地将摇摇椅（加洼
酋长当然坐在上面）抬到柴火堆前面，然后酋长
会用一支德丝娜焰火（关于此物以及其他的焰火
的说明请参阅 14 页）点燃篝火。这标志着整夜狂
欢的开始，庆祝活动意味着有许多好吃的东西（蜗
牛、鱼和蛇），也能够给玩家角色们一个享受当
地精的机会，他们能够和同类们混在一起，晚上
会有各种庆祝和挑战游戏。酋长拿出了一大桶发
酵的苹果汽水酒而大部分的地精都很容易就喝醉
了；所有纵情享用苹果酒的角色都必须成功进行
一个 DC 8 的强韧豁免检定，否则会陷入恶心状态
24 小时（攻击、武器伤害、豁免、技能以及属性
检定都 -2）。

挑战游戏

随着夜色渐深，玩家角色们将要去完成一个
特殊任务的消息也逐渐传开，其他地精开始要求
玩家角色们尝试各种挑战来展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玩家角色们可以随意参加任何他们想要参加的游
戏，但是每项游戏只有唯一的奖励——因为完成这
些挑战的奖励（由酋长本人提供）相当高，参加
并且获得奖励可能左右第二天任务的难度。至于
为什么酋长不直接点将这些物品送给玩家角色，
你懂的……这是舐蟾部落的规矩。

玩家角色们自愿决定要不要参加挑战，但是
每逢某一项挑战没有玩家角色站出来之际，其他
的舐蟾地精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们。这些嘲
笑在游戏上并没有实质影响，但是主持人要尽量
让玩家觉得作为胆小鬼非常丢脸！

与尖啸诺德跳舞：地精们都将尖啸诺德形容
成一头凶暴残忍的野猪，它栖息在村子正中央的
泥坑里。不过事实上诺德不过是一头精力充沛的
小猪崽，它是从附近的农场里逃出来的。它的泥
坑呈圆形，大约直径 20 呎，深 10 呎。“与尖啸
诺德跳舞”要求一名地精骑在这只小猪的背上并
且保持 18 秒（3 轮）不摔下来。诺德在挑战开始
时是拴着的，然后它会顺着一条狭窄的畜栏跑进
坑里，一个地精会爬在它背上并且一般会尖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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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每一轮骑乘者都必须进行一个 DC 15 的骑
术检定以保证留在诺德背上不会被摔下去。如果
地精被甩开了，他需要进行一个 DC 10 的反射豁
免检定，失败则受到 1d3 点伤害。诺德可以毫不
犹豫地吞掉地精尸体的事实吓坏了迷信的地精们，
所以至今他们也没有把它拿去烤熟。不过事实上
诺德并不会攻击活着的地精。从它背上被甩下来
的耻辱就已经让地精们够呛了。如果一个地精成
功在诺德背上呆了 3 轮，那么他就能
得到“火龙陈酿葫芦”（一瓶焰
息灵药）作为奖励。

飞快地吃掉一口袋蛮牛
鼻涕虫：蛮牛鼻涕虫是一
种扭来扭去的黑色鼻涕
虫，差不多有火腿肠大
小。就算是用地精的口
味评价，它们也算是非
常难吃的东西，而且由于分泌
出的大量粘液而非常难嚼。如果玩
家角色们接受了挑战，一只盖上的柳条筐就会被
拿到他们面前，里面装着几口袋的鼻涕虫，还有
用一片湿叶子做成的擦嘴布。玩家角色们需要在 1
分钟内吃掉一口袋蛮牛鼻涕虫以完成挑战。吃掉
鼻涕虫本身不是问题，虽然它们扭来扭去，尝起
来像腐烂的鱼，而且在嚼的时候会吱吱尖叫。但
是要在一分钟以内吃掉一口袋却是难处。每个口
袋里装着 5 条鼻涕虫，每吞掉一条需要成功通过
一次 DC 15 的强韧豁免检定（如果玩家角色愿意
不吐掉鼻涕虫那略带毒性的粘液分泌囊的话，强
韧豁免的难度等级会降低到 10 点——但是忽略这
一步可能会造成其他后果）。吃一条鼻涕虫是一
个整轮动作（因为鼻涕虫们蠕动挣扎个不停），
并且如果检定失败的话下一轮可以重新尝试吞食
同一条鼻涕虫。如果玩家角色能在一分钟内进行 5
次成功的强韧豁免检定，他就可以得到奖品：借
用酋长高贵的贪食者之狼吞虎咽一次——这是一把
+1 屠狗刃，在对付马的时候则视为一把破敌武器
（也就是当作一把 +3 屠狗刃，并且每次成功的攻
击会额外造成 2d6 点伤害）。这把武器属于酋长
本人，如果玩家角色们不把它安全带回来还给他
的话，他们就全都要掉脑袋。在挑战结束之后，
如果挑战者在吃鼻涕虫的强韧豁免上曾选择比较

容易的 10 点难度等级，那么他最后必须进行一个
DC 15 的强韧豁免检定（并且该角色每选择过一
次 DC 10 的强韧豁免检定，在这次最终检定上就
要承受 -1 减值），如果检定失败，则接下来的 24
小时中该玩家角色都会陷入恶心状态。

躲猫猫或敲棒棒：这是地精版本的捉迷藏游
戏。挑战者不能带任何武器，他需要飞快地跑进
沼泽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进行一个潜行检定以

判定他藏得有多好）。其他地精会
设法找到他，如果他们发现了

他，找到挑战者的地精就可
以用木棍狠狠地敲他一下。
当 地 精 们 开 始 寻 找 后， 投

1d10 决定有多少个地精走
到了挑战者藏身之处的附

近，他们可以分别进行一
个调整值为 -1 的察觉检定来发

现躲藏者。如果挑战者被找到了，那么将
因最后的棒击自动受到 1d4-1 点伤害。如果挑

战者没有被其他地精发现，则他能够借用一次让
你真的很会爬戒指（攀爬戒指）；就和贪食者之
狼吞虎咽 一样，这个魔法戒指也是酋长出借的，
必须及时归还。

锈迹斑斑的食耳怪物：著名的锈迹斑斑食耳
怪物是一大卷由许多生锈的铁丝、木桶铁箍、弯
掉的剑以及长满刺的树枝和藤蔓缠绕而成的空心
线圈，平时不用的时候都堆放在议事厅的后面。
如其大名，它在过去扯掉了不少地精的耳朵（任
何时候都可以在线圈盘结纠缠的内部发现 1d3 只
地精耳朵），锈迹斑斑的食耳怪物既让舐蟾地精
们着迷，又让他们畏惧。发明这东西的神经病修
补匠地精在很早以前就死掉了（在某天夜里，他
被一只巨大的鸟给抓走了，当时他正在测试自己
制作的第一顶也是唯一的一顶吸引鸟类帽子是否
有效），但是他的遗物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当某
个玩家角色决定接受挑战爬过锈迹斑斑的食耳怪
物时，其他的地精就会大声欢呼和吹口哨，然后
几个迫不及待的地精就会将这个 20 呎长的线圈从
议事厅后面推出来，自然，他们多少会划伤几根
手指、刺伤几条腿，就跟平时一样。同意接受挑
战的玩家角色必须从锈迹斑斑的食耳怪物的一段
爬进去，扭动着钻过每个缝隙，然后从另一端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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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这项挑战没有时间限制，但是当然越快越
好！要成功爬过锈迹斑斑的食耳怪物需要成功进
行 3 次 DC 15 的脱逃检定，因为挑战者必须钻过
许多狭窄的缝隙。每一次脱逃检定需要耗费 1 整
轮时间进行尝试，而且玩家角色必须不断尝试同
一个检定，成功之后才能移动到下一个检定（如
果是最后一个检定，则是成功地从出口爬出来）。
如果玩家角色失败了 3 次以上，其他地精就开始
觉得无聊，他们会朝他丢一些小石子，并且走开；
当这种情况发生以后，没有人会去关心那个地精
是否能够爬出来，虽然如果他在那里卡上好几天
的话可能会有其他人去帮忙，但是或许也不会。
每一次失败的脱逃检定都意味着锈迹斑斑的食耳
怪物会对挑战者造成 1d4-2 点伤害（如果结果小
于 1 的话则没有伤害）。玩家角色如果在脑袋上
抹上猪油、泥巴或者其它滑溜溜的东西的话，可
以在脱逃检定上得到 +2 加值。如果玩家角色能在
其他地精感到乏味之前成功爬出锈迹斑斑的食耳
怪物的话，他将得到机会借用全部落地精都最为
垂涎三尺的宝物——酋长私藏的真的非常有用的有
用长袍。这是一件杂货法袍，但是只剩下了四块
补丁：一把梯子，一只三条腿的乌龟，一个马蹄
铁和一根牛角。

进入苦水丘
不管前一晚的庆祝有没有让玩家角色们感觉

身体不适，反正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得出发前往
苦水丘沼泽。黎明之际，玩家角色们再度被带到
酋长面前，后者再度提醒他们要“找到焰火并且
带回来给我”。为了帮助他们，他将花脸家中抄
来的剩下的焰火都给了玩家角色们——2 支德丝娜
焰火，4 只纸卷火炮和 1 支飞天火箭。关于焰火的
规则请参阅 14 页。

标示在地图上的前往焰火秘藏地点的路线其
实相当短——沿着小溪的南岸走其实还不到 1 哩的
距离。走完这段距离只需要 1 个小时。沼泽本身
其实相当难走，有很多需要绕开的深水坑和大丛
大丛的蛰人荨麻。不过一路上玩家角色们只会碰
见一场值得一提的遭遇——跟人称“多腿的”大蜘
蛛干上一架。

多腿又吃掉很多地精小孩儿的（CR 1）

生物：被称作“多腿的”的巨蜘蛛在苦水丘
中央已经生活了许多年了，只不过最近几年它才
大到足以对舐蟾地精们造成实质上的威胁。这只
蜘蛛一般潜伏在小溪以及其它行人众多的路线附
近，而且它对于地精的喜好已经不仅限于地精小
孩儿了。大约在走过一半的距离后，玩家角色们
就会进入“多腿的”的地盘。这只蜘蛛是织网蛛，
它潜伏在树顶上，爬下来攻击任何经过它地盘的
不小心的地精。如果生命值降到 4 点或更低，它
会试图逃走。

多腿又吃掉很多地精小孩儿的          CR 1

XP 400
巨蜘蛛（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 258 页）
hp 16

财宝：“多腿的”的巢穴离它埋伏的地方不
太远——大约位于小溪正南 200 呎的地方。如果玩
家角色们成功地逼迫大蜘蛛逃走，并且他们的速
度能够跟上它的话就能够跟着它找到巢穴，或者
他们也可以通过 DC 10 的求生检定，跟着它在柔
软潮湿的树干上留下的痕迹进行追踪。大蜘蛛的
巢穴位于一个由很多老树形成的坑中。树枝之间
散落着许多尸体，有些是地精，也有一些人类。
通过 DC 12 的察觉检定可以从这些尸体中搜出以
下物品：24 枚金币，1 把小体型精制轻弩和 11 支矢，
1 颗价值 100 枚金币的珍珠， 2 瓶治疗中伤药剂，
1 瓶牛之蛮力药剂，1 瓶熊之坚韧药剂 ，以及一个
用蜡纸密封的小包，里面装着 6 颗甘草口味的硬
糖（这些糖的味道非常强烈，足以移除前一晚的
庆祝活动中给玩家角色们留下的恶心状态）。

老破船
花脸的地图上所标示的地点其实并不在海岸

上，不过也不太远，足以听见看不见的海边传来
阵阵微弱的海浪声。当玩家角色们走近之后他们
的目的地就非常明显了——搁浅在沼泽中的一片浅
滩中的一艘破船。几十年前，一场极端恶劣的风
暴让这艘船触了礁，并且将其朝着洪水泛滥的沼
泽中推进了几百呎。该船是一艘双桅的切利亚克
斯帆船，船身上可以看见已经褪色的文字（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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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船名，用天洲语写成，意思是会日之星，不过
地精能看懂天洲语的可能性非常小）。这艘船非
常旧——它毕竟在这里呆了几十年了，当然按照正
常扮演推测，地精们根本就不会对这艘船的历史
产生任何兴趣，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你的玩家（或
者身为游戏主持人的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故事，
这段历史以及这些焰火真正来源的细节可以在 开
拓者冒险之路 #49 ：《苦水墙的遗产》 中找到。
虽然会日之星 的大部分装饰都已经掉了，而且船
上真正值钱的东西也都在几十年前就被幸存的船
员们带走了，不过船上多少还是有一些褪色的微
小细节述说着它曾经美丽的历史。但真正能让地
精们担心的主要威胁其实是这
艘破船如今正是吃地精的地精
沃卡的老巢。

破船船身比较正，它由烂
泥固定，周围茂密的荆豆丛
与其它植物也起到了支撑作
用。虽然可以察觉到整艘船
都往后翘起，不过角度不
算太大，船栏杆上装饰
着许多垂吊的苔藓，里
面还能看见地精的头
骨和一些小骨头——这
是过去几年从沃卡的餐
桌上剩下的。不过沃卡营
造的恐怖气氛还不止于此，她还
养着一条狗和一匹马作为宠物和守卫——这是传统
中地精最为害怕和讨厌的生物。当玩家角色们走
近之际，主持人就可以开始尽量渲染这种恐怖气
氛了，比如描述充满了不吉利感的狗叫声，从破
船的方向传来了某种可怕的大型动物的嘶鸣。对
于破船的居民来说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在于，这
里的一切都太过于潮湿，如果玩家角色们试图放
火烧东西的话他们不可能成功。

1. 可怕的马圈（CR 1）

一艘双桅帆船深陷在沼泽中的一小块空地上，
帆索上覆盖着厚厚的青苔，并且装饰着提灯，以及用
地精骷髅和骨头制作的风铃。船舷上写着奇怪的文
字，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看不清了，一圈看起来快散
架的木头栅栏将破船周围满是稀泥的沼泽围成了“院

子”。船头附近有一个罕见的盒子模样的构造上伸
出一根烟囱，一缕黑烟正袅袅升起。

生物：沃卡在破船周围被圈起来的栅栏里养了
一匹马——虽然说她经常需要偷偷溜出沼泽去寻找
更多的新马，因为她对于这些“宠物”的照顾实在
很糟糕。这是一匹肮脏的灰黑色公马，在它的四条
腿的奋力搅拌下，栅栏里面的地面全都成了一滩烂
泥。沃卡叫这匹马为“跺脚”，虽然它很害怕沃卡
本人，但是在面对其他目标的时——比如玩家角色
地精们——它的坏脾气可就暴露无疑了。玩家角色
们抵达之际，跺脚会在破船另一边的栅栏边上，当

玩家角色们踏入烂泥时，它就会飞奔着
跑过拐角，攻击任何入侵者。

跺脚          CR 1

XP 400
马（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
志怪录 177 页）

hp 15

2. 前跳板（CR 1）

一块缠满了藤蔓的跳板以
可怕的倾斜角度从船头伸到了泥

泞的地面上，跳板旁边是一条长满
了青苔的扶手，船头的栏杆上镶着一

个挺大的干燥泥巴球。

跳板非常陡，需要通过 DC 10 的攀爬
检定才能走上去。

陷阱：通过 DC 12 的知识（自然）检定可以
认出船头上的泥巴球是一个马蜂窝。虽然说理论上
玩家角色们似乎可以轻松绕过马蜂窝，不过事实上
马蜂窝与跳板上的藤蔓相连，如果有一个玩家角色
爬了上去，马蜂窝就会立刻从栏杆上掉下来。

马蜂窝陷阱            CR 1

XP 400
类型：机械类；察觉：DC 15；解除装置：DC 15；通过：

跨过触发用的藤蔓（如果以察觉检定发现了陷阱，则
自动成功）

效果
触发装置：定点（跳板）；延迟发动：1 轮；复位：无
效果：在第一个人触发陷阱 1 轮后，藤蔓会突然紧绷，

将马蜂窝从栏杆上扯下来并摔在跳板上。位于跳板最

跺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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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格子的角色可以通过 DC 15 的反射豁免检定来接
住落下来的马蜂窝（之后他就可以将蜂窝小心地放在
地面上而不用担心后述效果），否则马蜂窝就会砸烂
并且释放出一大群愤怒的马蜂。这不算是真正意义上
的的马蜂集群，不过 15 呎扩散区域之内的所有目标
都会受到影响。位于这个区域中的所有生物都会被蛰
中好几下。马蜂在它们的巢穴被摧毁后很快就会散去。

马蜂毒：受创；豁免：强韧 DC 13；频率：1 次 / 轮，
持续 4 轮；效果：1 点敏捷伤害；痊愈：1 次豁免成功。

3. 上层甲板（CR 1/2）

主甲板上散乱地堆放着各种自然和人造的东西。
枝繁叶茂的大片藤蔓覆盖了甲板，没有甲板的地方也
被鲜绿的青苔和藻类给占满了。中央船舱的屋顶有一
个很宽的边缘，使得沿船侧的通道都有遮风挡雨的顶
棚。一列楼梯延伸到了主船舱的屋顶上，楼梯尽头是
一扇关着的门，上面装饰着许多啮齿动物和鸟类的头
骨。船顶最高的地方支着一根烟囱。

虽然这些滑溜溜的绿苔几乎覆盖了上层甲板
的所有空间，看起来十分危险，不过它们并不是
真正的绿泥怪。

生物：沃卡有两条还未驯服的狗住在上层甲
板上——一条是肮脏的癞皮狗，一边眼睛是蓝色的，
另一边却是褐色的；另外一条则是条邋遢的杂种
狗，尾巴扭曲。两条狗都很野蛮并且总是半饥半
饱，它们被长 20 呎的生锈铁链分别拴在不同的桅
杆上。癞皮狗被拴在上层甲板中央的桅杆上，杂
种狗则被拴在靠近船尾的桅杆上。如果玩家角色
们在锁链范围之外的地方挑逗这些狗，那么狗可
以通过 DC 18 的力量检定来挣脱铁链进行攻击。

舌伤伤与牙痒痒      CR 1/3
XP  各 135
狗（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 87 页）
hp 各 6

4. 桅索

两根桅杆上各自有一个摇摇欲坠的平台——乌鸦
窝——大约位于离甲板 10 呎高的地方。两个平台之
间挂着两条粗绳子，多余的绳子从船尾桅杆的平台上
一直拖到甲板上。

这两个乌鸦窝通常被沃卡当作与沼泽进行交
流的地方——在这里她感觉离四周的自然更加地接

近。如果与玩家角色们的战斗转移到甲板上的话，
她可能同样会尝试逃到这两个平台上以免近战。

借助垂挂的绳子爬上船尾桅杆的平台只需要
通过 DC 5 的攀爬检定；如果是要攀爬中央的桅杆
或者烟囱的话，则需要通过 DC 15 的攀爬检定（因
为没有绳子可以借助）。沿着绳子攀爬需要进行
DC 10 的攀爬检定。

财宝：沃卡经常使用这些平台，并且她在无
意之中在两个乌鸦窝里都留下了一些值钱的东西。
中央的平台上放着 2 瓶炽火胶，1 瓶只剩一半的掺
水烈酒以及 3 支德丝娜焰火。船尾的平台上有 1
个精制投石索和 12 颗石头弹丸。

5. 厨房（CR 2）

这个房间里四处都是血腥，十分恐怖。墙上钉
着、捆着、挂着各种死掉的啮齿类动物、蛇类和鸟类。
在房间的尽头，靠船尾的墙边放着一个铁炉子，上面
一口大铁锅正咕噜噜地冒着泡，炉子的烟囱一直穿过
屋顶延伸出去。炉子旁边的地面上放着一个浸血的麻
袋。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快散架的长桌，桌子周围是
一圈桌子，每把都有非常骇人的装饰——整整一家地
精的头骨！这些头骨都被漂白过，并且用芦苇和麻绳
连接在一起。

今天沃卡使用了这个房间来准备她的大餐，
其中包括她每半个月才能吃一次的地精大餐。她
并不是总有机会抓到出自舐蟾部落的食材，但是
至今为止那些地精可是她最喜欢的味道。沃卡并
不是个大胃王——通常一个地精能让她吃上两三个
星期，如果她必须这么做的话。很不幸的是，当
可怜的花脸被部落流放之后，他回到破船希望能
够再溜进去偷些焰火，而这个月沃卡的食欲来的
太早了些。现在花脸的左手臂和心脏正被放在大
锅里炖着，余下的尸体都被装在那个渗血的麻袋
中，包括他那让人一目了然的花脸。花脸悲惨的
命运对于玩家角色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证明，没
错，书写的确会给你带来厄运——或者更糟糕！

生物：沃卡将她的第三条狗（也是她最喜欢
的一条）留在了这里，那是一条巨大笨重满是眼
屎的无赖，它比大部分地精都更巨大。它的名字
叫“抱抱”，训练良好（所以它对于这个房间中
的大量骨头，以及其它对狗来说充满了不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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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诱惑的东西都不太在意），一旦进入房间的地
精不是它敬爱的女主人沃卡，抱抱就会立刻发狂。
它一看见陌生的入侵者就会狂乱地汪汪乱叫，然
后发起攻击。

抱抱             CR 2

XP  600
进化骑乘用犬（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 87，294 页）
hp 17

6. 沃卡的船舱（CR 2）

船舱中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空气中散发着
沼泽与汗臭的气味，地面上铺着一层厚厚的潮湿泥
巴，墙壁上攀附着大片油光闪亮的真菌。这里的天花
板上用肌腱垂挂着更多的地精骨头和动物的一部分，
靠西的墙边上有一个用破布、木棍、泥巴以及衣服碎
片拼成的看起来像是个窝的东西。其中乱糟糟地堆放
着许多看起来非常奇异的人造物品——其中包括一个
看起来非常诱人的红色箱子。

生物：这个船舱是沃卡和她的动物伙伴——一
只名叫“朗顿爵士”的巨型青蛙——睡觉和休息的
地方。当玩家角色们刚刚抵达破船时，沃卡正在

这个房间里睡觉——在经过了漫长一夜的残忍仪式
和准备食物之后她需要休息。玩家角色们在甲板
或者外面每引发一场遭遇就会增加 25% 的可能吵
醒沃卡，醒来后她会按照下表战术部分所述的内
容进行准备，然后到上层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情。就算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沃卡也是一个非
常危险的敌人——但是如果在面对她时，她正好有
动物伙伴能够帮忙的话，玩家角色们就很可能会
遭受巨大挫折。沃卡不会离开自己的家去追赶逃
走的敌人——她非常的傲慢自负，如果玩家角色们
逃走，她会咯咯嘲笑他们并且甩出一大堆恐吓之
词，但不会进一步追击，这样可以让玩家角色们
有机会重整旗鼓进行第二次（或许第三次甚至第
四次）尝试去打败或者避开她，从而得到她的焰火。

沃卡非常可怕，特别是对于那些知道关于她
同族相食的故事的地精来说。但不幸的是，那些
故事其实都轻描淡写了她的残暴。她的嘴是最最
可怕的一个特征——就算是以地精的标准来看，她
的嘴也太大了，而且沃卡还有个习惯就是喜欢把
她已经很锋利的牙齿磨得更尖，结果就使得她一
笑就露出满口乱七八糟的利齿，让人毫不怀疑她
最喜欢吃坚硬难嚼的肉类，比如说地精肉。她裹
着脏兮兮的破布当衣服——这些都是从她不幸的受
害者身上搜刮而来的，外面套着同样打满了补丁
的皮甲。虽然她穿的衣服通常会根据最后一顿饭
的食物的穿着而改变，但是她头上那顶软软的尖
顶皮帽子却从没变过——沃卡从一个人类旅行者那
里偷来了这顶帽子，并且做了一些粗糙的加工以
适合她那巨大畸形的头。

沃卡             CR 2

XP 600
女性 地精 德鲁伊 3
中立邪恶 小型 类人生物（地精类）
先攻权 +2；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察觉 +2
防御
AC 17，接触 13，措手不及 15（+2 盔甲，+2 敏捷，+2 天生，

+1 体型）
hp 29（3d8+12）
强韧 +5，反射 +5，意志 +5
攻击
速度 30 呎
近战 弯刀 +3（1d4 /18-20）
远程 飞镖 +5（1d3）

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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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 !
准备法术（CL 3；专注 +5）

2 级——蛛行，召唤集群
1 级——魅惑动物（DC 13），治疗轻伤，燃火
0 级（任意）——创造纯水，闪光（DC 12），神佑，

提升抗力
战术
战前  沃卡在意识到自己家遭到袭击后，会立刻喝下树

肤药剂，接着会施放蛛行和燃火，然后才会去面对入
侵者。

战中  在战斗的时候，沃卡会不时地威胁地精们，形容
他们看起来有多么地好吃，或者预先选定一个对象说
些类似于“那对耳朵里要是塞上眼球尝起来会很棒的”
之类的话。战斗开始后，她的第一个行动是点燃德丝
娜焰火朝着玩家角色们发射。她利用蛛行尽可能地与
玩家角色们保持距离，这样就能够召唤集群或者其他
生物（她比较喜欢用召唤自然盟友 I 来召唤狗），她
会把近战留给她的动物伙伴朗顿爵士去完成。

士气  沃卡非常自负和疯狂，她不会承认自己被击败
了——她战斗至死。

数据
力量 10，敏捷 14，体质 14，智力 8，感知 15，魅力 11
BAB +2；CMB +1；CMD 14

专长 闪电反射，健壮
技能 攀爬 +6，手艺（烹饪）+3，驯养动物 +6，知识（自

然）+5，求生 +4，游泳 +4
语言 地精语
特性 自然联结（动物伙伴），感知自然，迷踪步，野性

认同 +3，林地行者
战斗装备 治疗轻伤药剂（3），树肤药剂 +2（2），德

丝娜焰火；其他装备 皮甲，弯刀，6 支飞镖

朗顿爵士          CR —

XP —
巨蛙 动物伙伴（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志怪录 135 页）
绝对中立 中型 动物
先攻权 +2；感应力 昏暗视觉，灵敏嗅觉；察觉 +3
防御
AC 15，接触 12，措手不及 13（+2 敏捷，+3 天生）
hp 22（3d8+9）
强韧 +6，反射 +5，意志 +2
防御能力 反射闪避
攻击
速度 30 呎，游泳 30 呎
近战 啮咬 +5（1d6+4）或 舌击 +5 接触（攫取）
占据空间 5 呎；触及范围 5 呎（舌击 15 呎）

特殊攻击 拖拽（舌击，5 呎），舌击
战术
战中  沃卡的幸运青蛙按照主人的吩咐行事，它会
攻击桥上范围中的敌人，或者用舌头攻击那些爬上
绳索的地精。

士气  如果沃卡被杀，朗顿爵士就会逃进沼泽里，并
且因为心碎而很快死去。
数据
力量 16，敏捷 14，体质 16，智力 1，感知 9，魅力 6

BAB +2；CMB +4；CMD 15
专长 钢铁意志，猛力攻击
技能 杂技 +10（+14 跳跃），察觉 +3，潜行 +10，游

泳 +11
特性 心灵联结，法术分享，技巧（攻击，看守，紧跟，
搜寻，工作）
特殊能力

舌击（Ex） 朗顿爵士的舌击是一项主要攻击，其触及
范围为正常触及范围的三倍（15 呎）。他的舌击命中
时不造成伤害，但可发动攫取能力。朗顿爵士以这种
形式使用舌击时，自身不会陷入擒抱状态。

财宝：人造的东西——曾经属于会日之星的船
员们，但当他们抛弃船的时候却将这些东西留了
下来——多少能值一点钱。这些东西大部分都十分
肮脏并且已破损，不过如果玩家角色们愿意耗费

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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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钟以上的时间进行整理和清洗的话，也能够
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所有的东西（不管是好的
还是坏的）上面都有着非常奇异的装饰，描绘着
色彩斑斓的蛇形龙、高耸的山崖、纤细的类人生
物和奇怪的宝塔——不过地精一般都看不出来宝塔
和烂棚子有什么区别。就算这里的东西又脏又破，
不过如果找到真正的收藏家的话也能卖得大约 600
枚金币的好价钱，不过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用竹
子、奇异的木材甚至纸做成的，看起来烧掉它们
会更好玩！其中看起来明显比较值钱的东西还包
括：140 枚金币；1 盏镶有翡翠的银质提灯，造型
呈现出卷曲的龙形，价值 150 枚金币；12 支精制
手里剑；1 把象牙镶金扇子，上面描绘着一只壁虎
穿梭在樱花之间，价值 80 枚金币（扇子的背面被
沃卡画上了一张苦水丘的粗略地图，跟花脸的地
图不同，上面包含着一个秘密，只不过地精们短
时间内不可能解读出来），1 根长长的发簪，其
中一端镶着一颗红色的珍珠，价值 150 枚金币；1
根只剩 2 发充能的创造饮食魔杖；还有 1 瓶爱情
灵药，装在一个心型的水晶瓶子里（瓶子本身价
值 50 枚金币）。

红色的箱子就是玩家角色们本次任务的终点。
箱子没有锁，里面装着许多焰火。箱子本身很重，
并且价值 150 枚金币，而且很明显曾经这里面有
更多的焰火（花脸趁着沃卡外出狩猎的时候曾经
设法溜进这里并且偷走了不少），不过剩下来的
也应该足够酋长高兴个几天。箱子里的焰火包括
14 只德丝娜焰火，20 只纸卷火炮和 7 根飞天火箭。

结局
如果玩家角色们能够带着焰火返回村庄——没

有全部用掉或者“意外”引爆的话——那么他们就
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如果他们不能的话，最好
根本就不要回去，因为酋长会兑现他的威胁，玩
家角色们会被关起来并最终被拿去喂尖啸诺德。
如果玩家角色们凯旋而归，那么村里会为他们的
英勇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强力的大肚皮酋
长破篱加洼会挑选一位在冒险中最为杰出的男性
地精角色（由游戏主持人决定）与他的女儿——胖
得可怕且野蛮残忍又高又壮的古皮·小东东结婚。
其余的玩家角色也会得到部落中极高的地位，并
且得到各种头衔诸如“全村首席护卫”、“全村

捅杀行动之监督者”、“猪圈之主”，甚至能够
得到一些新的头衔比如“熊熊火焰老大”等等。

地精们将如何使用他们发现的烟火？以及当
他们终于弄明白沃卡在那把象牙扇子背后所画的
地图上的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时又会发生什么？
这些将引发一系列的事件，影响也远远超出苦水
丘的范围，波及到一个名叫明凯的遥远国度。而
这些故事都会在《玉关白》中揭晓。

焰火

以下焰火首次出现在《开拓者玩家伴侣：冒
险者军械库》中。 

德丝娜焰火（5 金币）：点燃之后，这支 1 呎
长的木头管子中会发射出耀眼的“火光弹”，每
轮 1 发，持续 4 轮。每一发击中目标的“火光弹”
都可以造成 1 点非致命伤和 1 点火焰伤害；如果
重击，则目标会目盲 1 轮。“火光弹”可在 1 轮
中发出等同于蜡烛亮度的光芒，射程单位为 5 呎。
用德丝娜焰火攻击是一个远程接触攻击，任何人
都会受到 -4 的非擅长减值。

纸卷火炮（1 金币）：这些火炮约手指粗细，
点燃 1 轮后会爆炸并且发出巨响。和纸卷火炮在
同一格的生物必须进行 DC 15 的强韧豁免检定，
失败会目眩 1d4 轮。

飞天火箭（50 金币）：点燃之后这支 1 呎长
的木头管子会震动并喷出少量火光，像火把一样
提供光源。1 轮后它就会冲天飞起，以 90 呎的速
度直线飞行 1d6 轮，然后发生巨大的爆炸，在 10
呎爆发区域内造成 2d6 点火焰伤害（通过 DC 15
的反射豁免可使伤害减半）。如果飞天火箭在抵
达其最大距离之前就撞上坚硬的表面或者生物的
话，那么同样会爆炸并且造成上述伤害。受到飞
天火箭伤害的角色会目盲或者耳聋（各 50% 的可
能）1 轮。

预设角色卡

以下四页内容为各位呈现本次冒险的四个预
设地精英雄角色，以供玩家使用。每个角色都拥
有独一无二的地精背景——你还可以阅读《开拓者
玩家伴侣：葛拉里昂的地精》，来了解更多地精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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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 !
大混球蕾塔

蕾塔喜欢折磨幼小而无害的动物，她会随身
携带一个装满小动物的口袋，防止自己路上无聊。
她发现自己很难不大声讲话，喜欢在战斗中耀武
扬威吓跑她的敌人。

大混球蕾塔
女性 地精战士 1
中立邪恶 小型 类人生物（地精）
先攻权 +3；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察觉 +9
防御
AC 16，接触 14，措手不及 13（+2 盔甲，+3 敏捷，+1 体型）
hp 13（1d10+3）
强韧 +4，反射 +3，意志 +1
攻击
速度 30 呎
近战 屠狗刃 +3（1d4+1 / 19-20）
远程 短弓 +5（1d4 /×3）

数据
力量 13，敏捷 17，体质 14，智力 10，感知 12，魅力 6
BAB +1；CMB +1；CMD 14
专长 狗臭敏感，技能专攻（察觉）
背景 大脑瓜子
技能 察觉 +9，骑术 +11，潜行 +11
语言 地精语
战斗装备 治疗轻伤药剂，蛛行药剂
其他装备 皮甲，屠狗刃，短弓及 20 支箭，装饰着狗耳

朵的箭袋，幸运宠物蟾蜍“斯波托”，一瓶腌制好的
半身人脚趾（相当于 1 天的干粮），烘烤叉，新娘头
纱，女性半身人紧身胸衣，缝着死鼹鼠的 20 呎绳子，
小银镜，一瓶人类香水（喝了一半），挂肉钩，皮口袋，
燧石和火绒，一副假牙，一袋毛毛虫

新专长：狗臭敏感

与大多数地精不同，你不是很怕狗。但你知
道狗的味道，那种味道让你狂躁，非常狂躁。

先决条件：技能专攻（察觉），地精

效果：你获得灵敏嗅觉能力，但仅限针对犬
类（包括狗、地精犬、狼、座狼、夜嘶猎犬，和
其他同类生物，由游戏主持人判定。）对抗这些
生物时，你在攻击检定上获得 +1 士气加值，在武
器伤害检定上获得 +2 士气加值。

地精背景：大脑瓜子

大脑瓜子：对地精而言，你的脑袋真是又宽又
大。你在察觉检定上获得 +1 加值，且察觉始终视
为你的本职技能。在你需要从一个狭窄的空间挤过
你的大脑袋时，你的脱逃检定会承受 -8 的减值。

蕾塔之歌

蕾塔砍死你蕾塔咬，

蕾塔撕碎你蕾塔笑，

蕾塔的戳刺多美妙，

现在杀光你们刚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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舔伤口查菲
虐待狂查菲确实很恐怖，他喜欢潜行到敌人

身边然后一刀捅死他。如果有机会，他还喜欢放
火——燃烧的火焰在查菲看来简直就是最大的乐
子，差不多跟大爆炸一样令人快活。

舔伤口查菲
男性 地精游荡者 1
中立邪恶 小型 类人生物（地精）
先攻权 +4；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察觉 +5
防御
AC 17，接触 15，措手不及 13（+2 盔甲，+4 敏捷，+1 体型）
hp 11（1d8+3）
强韧 +2，反射 +6，意志 +1
攻击
速度 30 呎
近战 屠狗刃 +5（1d4-1 / 19-20）
远程 飞镖 +5（1d3-1）
特殊攻击 偷袭 +1d6
数据
力量 8，敏捷 19，体质 14，智力 12，感知 13，魅力 6
BAB+0；CMB-2；CMD 12
专长 武器娴熟
背景 满脸脓包
技能 杂技 +8，唬骗 +2，攀爬 +3，解除装置 +8，脱逃

+8，知识（本地）+5，察觉 +5，骑术 +8，手上功夫
+8，潜行 +16

语言 通用语，地精语
特性 寻找陷阱 +1
战斗装备 治疗轻伤药剂，轻身腾跃药剂，6 个铁

蒺藜
其他装备 皮甲，屠狗刃，6 支飞镖，幸运宠物蟾

蜍（肥佬蛙），一束好老婆罗蒂系在她的狗爪
上的头发（现在连同狗爪一起用皮绳系着挂在
查菲脖子上），3 根金属烤肉叉，填馅乌鸦，在
一个铁丝笼里的宠物蜘蛛（叫做猛臭），3 个备
用的虫笼子，1 瓶浓盐水浸泡的鳄鱼眼球（相当于
1 天的干粮），挖去双眼的儿童布偶，弯曲的缝衣针，
1 副盗贼工具，旧牛铃

地精背景：满脸脓包

你的脸上长满了令人厌恶的脓疱，虽然有些
已结疮，但看起来仍然随时会爆开。尽管这让你
看起来特别丑，但是你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论何时，
当你成为一个会引发恶心状态的效应的目标时，
你都可以进行两次豁免检定来免受该效果影响（如

果可以豁免的话），在两次掷骰中选取较好的作
为结果。

查菲的歌
查菲的脸让人想吐，查菲的刀子快的恐怖，你若是他的目标人物，刀子扎肉，噗噗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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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 !
扎荣格尔的普格

普格是恐怖的地精神祇扎荣格尔的牧师，这
个神以屠狗、火和骑乘战斗著称。普格并不擅长
骑乘战斗，这在很多人眼里不是什么秘密，他也
为此感到羞愧。所以他尽其所能地将自己的才能
用在实践神明所倡导的其他恐怖教义上——比如
屠狗（尽管他还没杀过一只狗，但是他希望某
天能杀一只）和放火（普格现在可是擅长得很）。

扎荣格尔的普格
男性 地精牧师 1
中立邪恶 小型 类人生物（地精）
先攻权 +6；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察觉 +2
防御
AC 17，接触 13，措手不及 15（+4 盔甲，+2 敏捷，+1 体型）
hp 10（1d8+2）
强韧 +3，反射 +2，意志 +4
攻击

速度 30 呎
近战 屠狗刃 +1（1d4 / 19-20）
远程 标枪 +3（1d4）
特殊攻击 引导负向能量 4 次 / 天（DC 11，1d6）
领域类法术能力（CL 1，专注 +3）

任意——动物交谈（4 轮 / 天）
5 次 / 天——火焰矢（1d6 火焰）

牧师准备法术（CL 1，专注 +3）
1 级——燃烧之手 D（DC 13），治疗轻伤，神圣恩典
0 级（任意）——血流不止（DC 12），侦测魔法，神佑
D 领域法术；领域 动物，火

数据
力量 10，敏捷 14，体质 13，智力 8，感知 15，魅力 12
BAB+0；CMB-1；CMD 11
专长 强化先攻
背景 地精英勇
技能 骑术 +4，法术辨识 +3，潜行 +8
语言 地精语
战斗装备 治疗轻伤魔杖（9 发）
其他装备：链甲衫，屠狗刃，2 根标枪，幸运宠物蟾蜍“搜

狗”，压扁的蟾蜍干尸（他之前的幸运宠物），一罐
腌鱼头（相当于 1 天干粮），6 根火把，燧石和火绒，
几乎空了的盐罐，猪尾巴（零食），木笛（已经太破
了以至于长时间吹奏便会损坏）

地精背景：地精英勇

你在战斗中总是表现得过分
自信，这令人头疼。当你面对一个

体型比你大的敌人时，如果你邻接方格
内没有盟友，那么当你使用无触及特性的近战武
器时，有模有样、装腔作势的身手和大声咒骂会
给你在攻击检定上增加 +1 背景加值。

普格的歌
吾主扎荣格尔最伟大，普格在放火和治疗时常说这话，神力保佑普格犹如开挂，你若笑他的骑术，那早晚得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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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路摩奇
十岁大的跑路摩奇疯疯癫癫，跟他的伴侣莱

姆特住在一起，后者有个烦人的习惯，就是总在
公众场合下舔他的脸（特别是在他要离开村子的
时候）。她觉得他会使用炼金术实在是非常聪明，
虽然她很喜欢炼金术实验在跑路摩奇脸上留下的
那种味道，但是她同时也很担心有一天当她不在
场的时候，跑路摩奇会把自己炸飞掉。

跑路摩奇
男性 地精炼金术士 1
中立邪恶 小型 类人生物（地精）
先攻权 +4，感应力 黑暗视觉 60 呎；察觉 +3
防御
AC 17，接触 15，措手不及 13（+2 盔甲，+4 敏捷，+1 体型）
hp 10 (1d8+2)
强韧 +5，反射 +6，意志 -1
攻击
速度 30 呎
近战 木棒 +0（1d4-1）
远程 炼金炸弹 +6（1d6+2 火焰）
特殊攻击 炼金炸弹 3 次 / 天（1d6+2 火焰，DC12）
已准备炼金术士提炼物（CL 1）

1 级——治疗轻伤，护盾
其他已知提炼物：侦测死灵、轻身腾跃、缩小他人、

克敌机先
数据
力量 8，敏捷 18，体质 13，智力 15，感知 8，魅力 10
BAB+0；CMB-2；CMD 12
专长 熬制药剂，顽石强韧，随手投掷
背景 灵活弹跳
技能 手艺（炼金）+6，医疗 +3，知识（自然）+6，

察觉 +3，骑术 +8，手上功夫 +8，潜行 +12，求生 +3
语言 通用语，地精语，瓦里西亚语
特性 炼金术（炼金手艺 +1，鉴定药剂），诱变剂（+4/-2，

+2 天生，10 分钟）
战斗装备 治疗轻伤药剂（2），强酸（2），炽火胶（3），

烟雾棒，绊足包
其他装备 皮甲，木棒，幸运宠物蟾蜍“两栖怪”，护目

镜（为了引人注意），一葫芦随时能吃的腌制水蛭（相
当于 1 天干粮），一小罐多汁的鼻涕虫（零食），骷
髅面具，铁质兜裆布，小丑帽子，南瓜灯，黑色眼罩（上
面带着洞能直接看见外面），重皮靴（被当做腰包使
用），公式簿（包含所有已知的提炼物公式）

地精背景：灵活弹跳

你的骨头和肉比绝大多数地精要富有弹性得
多——当你坠落时，你的弹跳力会比别人更好一些。
当你承受坠落伤害时，第一个掉落造成的 1d6 致
命伤害会自动转变成非致命伤害，在所有避免意
想不到的跌落的反射豁免上你还能获得 +2 加值。

跑路摩奇之歌

跑路摩奇出手啥都爆炸，

这么玩的乐子比射箭大，

你问我为啥那俩同时爆炸，

不关我事，炸弹就该那样爆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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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地精 !
附录：职业能力

提炼物 提炼物用于储存炼金法术。你在准备
你的法术时采用的方式是通过混合各种原料的提
炼物，然后喝下去进行“施法”，如同药剂一般。
你每天在每一级上只能制造一定数量的提炼物。

炼金术士混合提炼物时，会向化合物质和试
剂中注入自己的魔法力量。当一份提炼物离开了
炼金术士的掌握后，它会迅速失活，当它回到炼
金术士的手中时，它又立即再度生效——这意味着
炼金术士无法将他的提炼物交给他的盟友使用。
一份提炼物在失活前可以保持一天活性，所以炼
金术士必须每天重新准备他的提炼物。制作一份
提炼物需要 1 分钟时间，大部分炼金术士都是在
每天开始之时或是在出发去冒险之前准备好提炼
物。但是炼金术士也可以空置他的一些（或全部）
提炼物空位，以便随时随地准备提炼物以备不时
之需。

炼金术士“施法”的实质是喝下一份提炼物，
如同喝下一份药剂。提炼物的施法者等级等于你
的炼金术士等级。你所知的提炼物的配方记录在
你的公式簿里。

炼金炸弹（Su）：炼金炸弹是炼金术士使用
不稳定化合物并灌注自身魔力，制作出的一种爆
炸性泼溅武器。制作并投掷炼金炸弹是一个标准
动作并且会导致借机攻击，投掷炼金炸弹射程为 
20 呎，并且使用投掷泼溅武器的特殊攻击规则 ( 
参考 《开拓者角色扮演游戏核心规则书》 215 页 
)。炼金炸弹极不稳定，所以如果不能在创造出的
那一轮中使用，它们就会失活。炼金炸弹的溅射
伤害总是等于该炸弹的最小伤害值（通过反射豁
免则伤害减半）。

炼金术（Su）：当你使用手艺（炼金）制造
炼金物品时，获得 +3 加值。通过手持药剂 1 轮时
间，你可以使用手艺（炼金）技能来鉴定药剂，
如同对其施放侦测魔法。

诱变剂（Su）： 诱变剂属于转换类型药剂，
通过饮用可以提高你的身体属性值，但是作为代
价会降低你的精神属性值。制作一份诱变剂需要
1 小时，一旦制作完毕后，直到使用前它都会保持
活性。炼金术士一次只能保持一瓶诱变剂，一旦

他调制出第二瓶，任何已存在的诱变剂就会失去
活性。诱变剂只要不在炼金术士身上就会失活，
直到炼金术士再次拥有它。非炼金术士角色无法
使用诱变剂。

当炼金术士制作一份诱变剂时，他将选择一
项身体属性值——力量，敏捷，体质之一，诱变剂
将会在他选定的属性上提供 +4 炼金加值和 +2 天
生防御加值，效果持续每个炼金术士等级 10 分钟，
但是作为代价在药效期间精神属性值上会获得减
值。( 力量诱变剂导致智力减值，敏捷诱变剂导致
感知减值，体质诱变剂导致魅力减值 )。饮用诱变
剂是一个标准动作。诱变剂的效果不会叠加。当
炼金术士喝下一份诱变剂时，先前存在的任何诱
变剂效果将会立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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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模组
咱们地精！

苦水丘沼泽的舐蟾地精偶然发现了一笔惊人的
财宝——焰火！不过很不幸，发现焰火的部落成员已
经因为书写文字的重罪（每个地精都知道书写会偷
走你脑袋里的词句）被放逐了。为了补救这个问题，
舐蟾村的领袖，强力的大肚皮酋长破篱加洼宣布，
部落中最厉害的英雄们必须冒险前往搁
浅在沼泽中的破船，取回剩下的焰火。
为了证明自己是最勇敢的舐蟾地精，玩家
角色们必须完成一系列危险的挑战，从吞
下蛮牛鼻涕虫，到和尖啸诺德共舞。然而就
算他们证明了自己的魄力，冒险也才刚刚开
始。因为那艘破船里并非空无一人，吃
地精的地精沃卡最欢迎的就是送上门的
美味了……

《咱们地精！》提供一场供四名 1
级角色进行的冒险，玩家角色们将扮演
一帮为非作歹的地精。本模组为开拓者
角色扮演游戏而创作，同时也兼容世界上最
古老的角色扮演游戏的 3.5 版本。冒险发生在开拓
者战役设定中的沙尖镇之外，并引用了《开拓者玩
家伴侣：葛拉里昂的地精》 中的规则，同时它还是
冒险之路《玉关白》的可选前传！

你们是食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