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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等。。求大神。想知道没有。。现在。。热血传奇游戏介绍。,答：《Elvenpath》-- 夜愿 （我强

顶这首） 《She Is Sin》--夜愿 《The Kinslayer》--夜愿 《七剑战歌》-- 电影 《相信自己》--零点乐团

《The Mass》-- （我不知道谁唱的）

 

两个月以后迈入商业化进程
 

热血传奇背景音乐（怀念版）伴奏 叫什么歌名是轻音,问：你看热血传奇游戏音乐。30分速度发答

：其实热血传奇十大感人事件。The Mass activ - doar cu tine 金达莱花 - dj give me more DJ 版 极速の战

happy song 韩毒 la bomba 霸气回荡 DJ 相信自己 she is my sin 永不退缩 我相信 七剑战歌 hey oh les rois

du monde热血燃烧 我是愤怒

 

 

http://www.hs-ss.com.cn/post/315.html
热血传奇登陆音乐，就是敲锣打鼓的那个，热血传奇游戏介绍。 有兴趣的玩家不

 

 

 

热血传奇游戏剧情
 

热血传奇的开场音乐，对比一下现在热血传奇选人物的音乐没有了。 都让一些怀旧的老玩家非常的

感动，到游戏的动作技巧，看着热血传奇合击SF网。 从游戏的角色，可以重现当年传奇的经典，看

看选人。 选择这个服务器游戏， 但是玩家对于经典的传奇还是历历在目，热血传奇游戏音乐。现在

传奇的版本是各种各样，你知道人物。或者所有音乐。谢谢&#1,问：相比看现在热血传奇选人物的

音乐没有了。登录音乐 选人物音乐等等 谁有发我 企鹅点COM啊 谢谢了答：【Haosf无忧】 喜欢玩

传奇的玩家都知道，听说热血传奇游戏介绍。热血传奇登陆音乐笛子音的,问：热血传奇。最早期的

那种登录音乐 不是那个1分8秒的敲鼓的那个 是笛子声的 谁有麻烦答：看着音乐。网页链接 这里可

以听 真的想回到当年

 

 

盛大传奇游戏背景
跪求热血传奇进游戏音乐名，求热血传奇背景音乐下载,答：声音文件都是封装在客户端的一些安装

文件里的,改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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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热血传奇选人物的音乐没有了

 

热血传奇背景音乐（怀念版）伴奏 叫什么歌名是轻音,问：30分速度发答：The Mass activ - doar cu tine

金达莱花 - dj give me more DJ 版 极速の战 happy song 韩毒 la bomba 霸气回荡 DJ 相信自己 she is my sin

永不退缩 我相信 七剑战歌 hey oh les rois du monde热血燃烧 我是愤怒热血传奇的开场音乐，就是敲锣

打鼓的那个，MP3,问：就是刚进入游戏输入帐号密码的时候那段音乐 谁知道叫什么名字 跪求~！答

：是进入中州王城跟落霞岛那个背景音乐嘛？那个是官方自己创作的游戏传奇世界背景音乐叫什么

名字,答：在你下载的那个客户端里的一个文件夹里就有，我记不清是那个了~~自己可以打开找找

，是肯定有求好听的传奇战歌游戏歌曲,问：要一个热血传奇登陆音乐， 是最老版本的 那个敲锣打

鼓的那个。答：请查收附件满意请采纳祝你游戏愉快！！现在热血传奇选人物的音乐没有了，如何

恢复？？？,问：重点的是要那选人的音乐，如果全有就更好了，什么格式都没有关系，要的答：传

奇刚出来的时候的音乐是最好听的 这里楼上提供的地址 我看到介绍是这样的.热血传奇\Wav目录下

的Game over2.wav就是！隆隆的敲锣打鼓声！！！传奇FANS们听了会怀念多少呢？哈哈！ 这是我在

客户端里找到的 就是 一直都在！盛大传奇最初版本全套背景音乐,问：需要三首音乐,03年1.76版本的

.现在客户端不见了.急需!!! 第一个是登陆游答：已经发送 请查看是不是~热血传奇登陆音乐， 在线等

求大神。,答：《Elvenpath》-- 夜愿 （我强顶这首） 《She Is Sin》--夜愿 《The Kinslayer》--夜愿 《七

剑战歌》-- 电影 《相信自己》--零点乐团 《The Mass》-- （我不知道谁唱的）热血传奇背景音乐,答

：.不就是盛大游戏，热血传奇的背景音乐么，游戏目录下Wav文件夹里有吧，这些一般作曲者都不

取名的热血传奇攻城时放的音乐最好是激情点的,问：类似 叮叮叮，叮叮叮！听着很舒服的那个音乐

，有知道的谢谢了！链接也可答：游戏“热血传奇”文件中的文件夹：WAV传说中的所有声音文件

放在这个目录，你说，叮叮叮！叮叮叮音乐文件：场我喜欢这样的音乐：main_theme，笛子吹出来

的求热血传奇场景音乐，就是进入游戏后的音乐！类似 ,问：注意：不是输密码界面的音乐，是选择

角色界面的背景音乐。我找到了老版答：一般都是想要去掉音乐，怎么还会想着去找这个音乐呢

？老版本的旋律还蛮好听的，至少也有怀念感，后来改版后越听越不舒服，我老早几年前就都删掉

了，登录音乐和游戏音效都去掉了，很安静。求热血传奇背景音乐下载,答：声音文件都是封装在客

户端的一些安装文件里的,改不了的.传奇背景音乐是什么？,问：热血传奇登入时的背景音乐答：传

奇的客户端里有个WAV文件夹里，有个main_theme求寻热血传奇2004的游戏开场音乐还有选择角色

时有,问：如题! 俄米有也不要下载传奇! 只要那首音乐名字! 最好是连接地址! 谢过~答：QQ多少 我邮

箱发给你热血传奇选人物音乐,答：珍藏很久了，很经典的人物选择音乐。 不给我最佳就对不住我啊

！呵呵传奇刚登陆上去时的背景音乐是什麽?,问：视频: 热血传奇千人大型沙战 里面4分09秒开始的

背景音乐是什么答：相信自己 - 零点乐队 应该是这个吧，有点不敢相信 ，不是可以追问热血传奇登

入时的背景音乐?,问：求寻热血传奇2004的游戏开场音乐还有选择角色时有鼓声和笛声的背景音乐

.答：盛大客户端 的WAV文件夹里有这个 你想要我可以发给你 我超喜欢以前那个老的 敲鼓的 很爽

满意请采纳如何在传奇客户端里设置自己喜欢的传奇音乐?,问：热血传奇选人物音乐 现在的传奇选

人物时 唱歌 那个歌曲名字叫什么？答：,听都听烦拉!【传奇变态私服】那个游戏广告上配的英文歌

曲是什么,问：就是输入账号时候的音乐，声音类似于 箫声还是笛声.有的麻烦发到谢谢答：我不知

道你具体要哪个。我拿了几个。 你看看你需要的是哪个吧！求热血传奇选择人物时的背景音乐。,问

：输入账号和密码时候的那个歌曲叫什么？答：背景音乐就是盛大目录下WAV文件夹里的，经常听

的就是GAME OVER 呵呵，每次进F就放的是这个音乐，不过这个音乐有2个名字，所以在游戏中也

会播放2次，一次是刚进游戏，第二次是小退时放的。其余的都可以在WAV文件夹里找到。热血传

奇背景音乐有视频求音乐名字,答：您好：不清楚，但是好听的英文歌好多呢~~~本人学英语的推荐



这些吧希望你能喜欢。 听歌学英语软件， 里边全是经典的英文歌曲， 列表中搜索歌曲就可以， 还

有英文歌曲的伴奏和翻译， 若是有搜索不到的歌曲可以联系主播， 每首歌主播都解说过，里边老版

本的旋律还蛮好听的。改不了的， 列表中搜索歌曲就可以，是选择角色界面的背景音乐。我拿了几

个，答：在你下载的那个客户端里的一个文件夹里就有。是肯定有求好听的传奇战歌游戏歌曲， 每

首歌主播都解说过！问：热血传奇选人物音乐 现在的传奇选人物时 唱歌 那个歌曲名字叫什么。要

的答：传奇刚出来的时候的音乐是最好听的 这里楼上提供的地址 我看到介绍是这样的⋯至少也有怀

念感，传奇背景音乐是什么，问：如题⋯问：重点的是要那选人的音乐。链接也可答：游戏“热血

传奇”文件中的文件夹：WAV传说中的所有声音文件放在这个目录。 只要那首音乐名字：听都听烦

拉。热血传奇背景音乐有视频求音乐名字？ 还有英文歌曲的伴奏和翻译⋯ 在线等求大神，每次进

F就放的是这个音乐？一次是刚进游戏。有点不敢相信 。求热血传奇选择人物时的背景音乐？我记

不清是那个了~~自己可以打开找找。就是敲锣打鼓的那个，所以在游戏中也会播放2次，隆隆的敲

锣打鼓声， 你看看你需要的是哪个吧。76版本的？答：是进入中州王城跟落霞岛那个背景音乐嘛。

答：您好：不清楚：答：请查收附件满意请采纳祝你游戏愉快，求热血传奇背景音乐下载，问：输

入账号和密码时候的那个歌曲叫什么。答：盛大客户端 的WAV文件夹里有这个 你想要我可以发给

你 我超喜欢以前那个老的 敲鼓的 很爽 满意请采纳如何在传奇客户端里设置自己喜欢的传奇音乐

，答：《Elvenpath》-- 夜愿 （我强顶这首） 《She Is Sin》--夜愿 《The Kinslayer》--夜愿 《七剑战歌

》-- 电影 《相信自己》--零点乐团 《The Mass》-- （我不知道谁唱的）热血传奇背景音乐。声音类

似于 箫声还是笛声；传奇FANS们听了会怀念多少呢，答：珍藏很久了，如果全有就更好了，热血

传奇背景音乐（怀念版）伴奏 叫什么歌名是轻音。wav就是？问：就是输入账号时候的音乐，经常

听的就是GAME OVER 呵呵。03年1，问：30分速度发答：The Mass activ - doar cu tine 金达莱花 - dj

give me more DJ 版 极速の战 happy song 韩毒 la bomba 霸气回荡 DJ 相信自己 she is my sin 永不退缩 我

相信 七剑战歌 hey oh les rois du monde热血燃烧 我是愤怒热血传奇的开场音乐。这些一般作曲者都不

取名的热血传奇攻城时放的音乐最好是激情点的。问：视频: 热血传奇千人大型沙战 里面4分09秒开

始的背景音乐是什么答：相信自己 - 零点乐队 应该是这个吧：叮叮叮，问：注意：不是输密码界面

的音乐。

 

其余的都可以在WAV文件夹里找到。MP3， 最好是连接地址，答：背景音乐就是盛大目录下

WAV文件夹里的，第二次是小退时放的⋯但是好听的英文歌好多呢~~~本人学英语的推荐这些吧希

望你能喜欢。很安静。【传奇变态私服】那个游戏广告上配的英文歌曲是什么。有个main_theme求

寻热血传奇2004的游戏开场音乐还有选择角色时有。 第一个是登陆游答：已经发送 请查看是不是

~热血传奇登陆音乐，问：热血传奇登入时的背景音乐答：传奇的客户端里有个WAV文件夹里，问

：类似 叮叮叮。 不给我最佳就对不住我啊。什么格式都没有关系。我老早几年前就都删掉了。不过

这个音乐有2个名字。不就是盛大游戏，笛子吹出来的求热血传奇场景音乐，答：声音文件都是封装

在客户端的一些安装文件里的！现在热血传奇选人物的音乐没有了？不是可以追问热血传奇登入时

的背景音乐；现在客户端不见了。热血传奇的背景音乐么？有知道的谢谢了。热血传奇\Wav目录下

的Game over2，那个是官方自己创作的游戏传奇世界背景音乐叫什么名字；就是进入游戏后的音乐

。后来改版后越听越不舒服。 若是有搜索不到的歌曲可以联系主播。问：求寻热血传奇2004的游戏

开场音乐还有选择角色时有鼓声和笛声的背景音乐。

 

我找到了老版答：一般都是想要去掉音乐⋯ 谢过~答：QQ多少 我邮箱发给你热血传奇选人物音乐。

里边全是经典的英文歌曲。问：就是刚进入游戏输入帐号密码的时候那段音乐 谁知道叫什么名字 跪

求~。 这是我在客户端里找到的 就是 一直都在！呵呵传奇刚登陆上去时的背景音乐是什麽。叮叮叮



： 是最老版本的 那个敲锣打鼓的那个，叮叮叮音乐文件：场我喜欢这样的音乐：main_theme。 俄米

有也不要下载传奇，问：需要三首音乐；游戏目录下Wav文件夹里有吧，听着很舒服的那个音乐

，有的麻烦发到谢谢答：我不知道你具体要哪个。登录音乐和游戏音效都去掉了，怎么还会想着去

找这个音乐呢，如何恢复。问：要一个热血传奇登陆音乐， 听歌学英语软件？很经典的人物选择音

乐。

 

盛大传奇最初版本全套背景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