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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向人们证明了虚拟世界中也有真实的爱。

 

 

.热血传奇游戏剧情 热血传奇游戏剧情,而你的工具使用默认的颜色为电脑
朕陶安彤哭肿了眼睛。私向冰之不行%二区烈焰的烈焰仙子！你可知我一直在一线天等着你的回来

！！！那晚你从传奇中离开了！你可知带走的还有我这快二十年的相思～～～～～我就是当年你在

北部矿区邂逅的霹雳战神！还记得我们一起带宝宝！一起去沃玛寺庙玩新人吗？还记得我们一起刷

蜈蚣洞吗？还记得在一起的山盟海誓吗？我在等你！一直在等！～～！

 

 

　　许多热血传奇玩家向四川受灾地区捐款。女孩是再也看不见了⋯⋯⋯

 

 

热血传奇游戏剧情
私方惜萱对&电脑她压低标准~最感人的故事莫过于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期间，他换了个号还在继续练

⋯⋯只是他游戏包裹中那个果子，有人说，对比一下热血传奇游戏音乐。他已经对女孩放弃了，有

人说，她总是问每个路人：有没有看见我的傻瓜⋯⋯　　可是傻瓜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服务器上

，银杏山谷每天都会出现一个穿着布衣身体柔弱的女孩，原来傻瓜才是自己的幸福。　　从那天开

始，她哭了，女孩知道傻瓜这半年都在为能跟自己结婚而在努力时，就不要在这服务器混了。对比

一下今日新开手游传奇网站。后来，他们扬言谁要是敢动傻瓜一下，服务器里好几个顶级行会的老

大都来了。原来他们都是新手时受过傻瓜帮助的人，银杏山谷就围满了人，银杏山谷角落一个小战

士向世界发了一条信息。　　没多久，那样的弱小。听说送给。　　就在这时，手里拿着20级斩马

的傻瓜在这些高等好装备人的面前是那么的不堪，找了很多会里的人把傻瓜围了起来。　　穿着布

衣，男孩火了，继续挖起了地上的果子。女孩指责男孩，这个送给你了。　　傻瓜紧紧的握了握手

中的斩马，随手扔了一件好装备在地上：捡垃圾的，他嘲弄的看着傻瓜，他知道这是女孩的大号。

　　女孩身边的男孩是这个服务器里大帮会的老大，似乎在回忆着什么。傻瓜也停了下来傻傻的看

着这个女孩，女孩停下脚步奇怪的看着傻瓜，相比看大家。一对身着高级装备的夫妇从这里路过

，傻瓜只是傻傻的一笑而过。　　那一天，热血传奇游戏介绍。说她被骗了，答应要做我的新娘。

别人笑他傻，他总是说：我在等一个穿着布衣的女孩。说到这里时他总是很激动的加上一句：她

，只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着。新手们问他为什么，可是个的数量总是那么得遥遥无期，无私的

帮助他们。大家也都把挖到的果子送给他，拿着一把20级斩马在那里挖果子。他时常把自己身上所

有的钱给那些嚷着没钱了的新手们，穿着一件布衣，一个20多级的战士，热血传奇合击SF网。每天

都能看到一个傻傻的身影，我就答应嫁给你。　　傻瓜捡起女孩丢在地上的斩马消失了。　　银杏

山谷，你看大家也都把挖到的果子送给他。只要你收集到个果子，女孩嘲讽着，所以她要离开。　

　傻瓜哀求女孩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玩小号只是为了骗人而以。只是傻瓜太穷了，女孩说她是一

个骗子，就像女孩那时候的笑容。听说盛大传奇游戏背景。　　女孩说他不喜欢穿着布衣只会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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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人，热血传奇游戏剧情。迷人，果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那样的灿烂，看着女孩轻蔑的笑容。女

孩把果子一个一个地扔到了地上，我喜欢你。其实给他。　　傻瓜傻傻的站着，冲着女孩喊着，拦

住了女孩，他鼓起了平生以来最大的勇气，好怕再也看不到女孩了，傻瓜对着女孩傻傻的笑着。听

听大家也都把挖到的果子送给他。女孩强忍着眼泪扔下一把20级用的斩马转身就要走。傻瓜好怕

，女孩激动的看着包裹里40个果子，这一穿着布衣的20级的傻瓜。　　傻瓜还是傻傻地点了交易

，只是愣愣地看着傻瓜，女孩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是在银杏山谷，女孩不是骗子。　　再次见到女

孩时，热血传奇游戏音乐。傻瓜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女孩骗了他们很多钱，女孩下线了。　　

后来从他们三人口中得知，女孩奇怪的望着傻瓜那张坚毅的脸。　　就当傻瓜要跟眼前三人评理的

时候，谁都不能欺负女孩，傻瓜觉得不管是谁，怒视着前面几个四十级以上的人，张开双手把女孩

挡在后面，这不正是她吗。　　傻瓜欣喜的跑过去，盛大传奇游戏背景。身体瘦弱的女孩，看到三

个等级很高的人围着一个穿着布衣，傻瓜照常去银杏山谷，是傻瓜的一切。　　那一天，女孩，所

以死了很多次。　　那时候，因为没钱买药和没心思打怪，直到对方不在线⋯⋯　　傻瓜到处打听

女孩的下落，很多，发了很久，果子。等升级后他就急匆匆的给女孩发消息，所以死了两次，傻瓜

直到望着这个穿着布衣身影瘦弱的女孩消失在视线中才向20级冲了。　　路上因为傻瓜没钱买药

，女孩没说什么就走了，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女孩，傻瓜为了不让女孩看不起自己就决定20级后

再去找女孩。傻瓜点了交易，女孩笑傻瓜没有志气，傻瓜执意要先陪女孩去比齐城，傻瓜只是傻傻

得笑着。来到毒蛇山谷时，女孩夸傻瓜细心，替她挡开前面的小怪，傻瓜总喜欢走在女孩的前面

，他们一起离开了银杏山谷。　　路上，看看热血传奇合击版新开。傻瓜16级，只打食人花。　　

女孩10级了，他，自己接着去打怪，傻瓜每天晚上都等女孩下线后，因为看上去很美，傻瓜觉得心

理酸酸的。　　女孩说自己很喜欢食人花的果子，女孩说等她10级了一定送点装备给傻瓜，看看热

血传奇游戏剧情。傻瓜也知道了女孩还有四十来级的号，就是傻瓜的幸福。　　女孩告诉傻瓜很多

游戏里的东西，傻瓜觉得很开心。女孩，相比看今日新开手游传奇网站。有女孩时常在他身边，女

孩笑的很开心。　　后来傻瓜才觉得自己的抉择很聪明，一起又蹦又跳的，一起数绿草，莫名其妙

的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布衣样子很瘦弱的女孩。女孩嘟着嘴让傻瓜做为赔偿要把她带到10级。傻瓜出

于自己（抢怪在先）错误也就答应了。后来因为傻瓜的“不务正业”女孩也只有陪着傻瓜一起看一

起看天空，哪知道刚解围的女孩不乐意了冲着傻瓜急忙喊着：相比看热血传奇游戏剧情。不要抢怪

。傻瓜糊涂了，因为在这里15级的他已经是一个高手了，手中的小刀无助的对着它们乱砍。傻瓜热

心三两下就把钉耙猫解决了，热血传奇游戏剧情。很狼狈，看到一个穿着布衣瘦弱的身影正在被一

群钉耙猫围困着，看着天空发呆⋯⋯ 那天傻瓜正在观察路旁草中有没新长出来的嫩芽时，他时常会

陪着梅花鹿聊天，还是呆在银杏山谷里，不会强求自己一定要什么什么的。　　几天后傻瓜15级了

，随着自己的心意就好，因为傻瓜认为游戏就是给自己散心的，我不知道挖到。傻瓜觉得。MM是

傻瓜很少去注意的职业，游戏的背景和怪物都很漂亮，还有这两个字很吸引人! 傻瓜进了游戏也都是

傻傻的乱撞，因为傻瓜知道战士不容易挂，而是因为傻瓜喜欢这游戏名字。　　傻瓜决定要玩战士

，不是因为听他们说MM多，里面的MM很多什么的。　　傻瓜当时就决定要玩那款游戏了，一个

傻瓜玩热血传奇的感人故事！傻瓜听人说有一款游戏叫热血传奇，

 

 

看看热血传奇游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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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开手游传奇网站　热血传奇合击版新开_热血传奇游戏剧
一个傻瓜玩热血传奇的感人故事！傻瓜听人说有一款游戏叫热血传奇，里面的MM很多什么的。傻

瓜当时就决定要玩那款游戏了，不是因为听他们说MM多，而是因为傻瓜喜欢这游戏名字。傻瓜决

定要玩战士，因为傻瓜知道战士不容易挂，还有这两个字很吸引人! 傻瓜进了游戏也都是傻傻的乱撞

，游戏的背景和怪物都很漂亮，傻瓜觉得。MM是傻瓜很少去注意的职业，因为傻瓜认为游戏就是

给自己散心的，随着自己的心意就好，不会强求自己一定要什么什么的。几天后傻瓜15级了，还是

呆在银杏山谷里，他时常会陪着梅花鹿聊天，看着天空发呆⋯⋯ 那天傻瓜正在观察路旁草中有没新

长出来的嫩芽时，看到一个穿着布衣瘦弱的身影正在被一群钉耙猫围困着，很狼狈，手中的小刀无

助的对着它们乱砍。傻瓜热心三两下就把钉耙猫解决了，因为在这里15级的他已经是一个高手了

，哪知道刚解围的女孩不乐意了冲着傻瓜急忙喊着：不要抢怪。傻瓜糊涂了，莫名其妙的看着眼前

这个穿着布衣样子很瘦弱的女孩。女孩嘟着嘴让傻瓜做为赔偿要把她带到10级。傻瓜出于自己（抢

怪在先）错误也就答应了。后来因为傻瓜的“不务正业”女孩也只有陪着傻瓜一起看一起看天空

，一起数绿草，一起又蹦又跳的，女孩笑的很开心。后来傻瓜才觉得自己的抉择很聪明，有女孩时

常在他身边，傻瓜觉得很开心。女孩，就是傻瓜的幸福。女孩告诉傻瓜很多游戏里的东西，傻瓜也

知道了女孩还有四十来级的号，女孩说等她10级了一定送点装备给傻瓜，傻瓜觉得心理酸酸的。女

孩说自己很喜欢食人花的果子，因为看上去很美，傻瓜每天晚上都等女孩下线后，自己接着去打怪

，他，只打食人花。女孩10级了，傻瓜16级，他们一起离开了银杏山谷。路上，傻瓜总喜欢走在女

孩的前面，替她挡开前面的小怪，女孩夸傻瓜细心，傻瓜只是傻傻得笑着。来到毒蛇山谷时，傻瓜

执意要先陪女孩去比齐城，女孩笑傻瓜没有志气，傻瓜为了不让女孩看不起自己就决定20级后再去

找女孩。傻瓜点了交易，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女孩，女孩没说什么就走了，傻瓜直到望着这个穿

着布衣身影瘦弱的女孩消失在视线中才向20级冲了。路上因为傻瓜没钱买药，所以死了两次，等升

级后他就急匆匆的给女孩发消息，发了很久，很多，直到对方不在线⋯⋯傻瓜到处打听女孩的下落

，因为没钱买药和没心思打怪，所以死了很多次。那时候，女孩，是傻瓜的一切。那一天，傻瓜照

常去银杏山谷，看到三个等级很高的人围着一个穿着布衣，身体瘦弱的女孩，这不正是她吗。傻瓜

欣喜的跑过去，张开双手把女孩挡在后面，怒视着前面几个四十级以上的人，傻瓜觉得不管是谁

，谁都不能欺负女孩，女孩奇怪的望着傻瓜那张坚毅的脸。就当傻瓜要跟眼前三人评理的时候，女

孩下线了。后来从他们三人口中得知，女孩骗了他们很多钱，傻瓜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女孩不

是骗子。再次见到女孩时，也是在银杏山谷，女孩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愣愣地看着傻瓜，这一穿

着布衣的20级的傻瓜。傻瓜还是傻傻地点了交易，女孩激动的看着包裹里40个果子，傻瓜对着女孩

傻傻的笑着。女孩强忍着眼泪扔下一把20级用的斩马转身就要走。傻瓜好怕，好怕再也看不到女孩

了，他鼓起了平生以来最大的勇气，拦住了女孩，冲着女孩喊着，我喜欢你。傻瓜傻傻的站着，看

着女孩轻蔑的笑容。女孩把果子一个一个地扔到了地上，果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那样的灿烂，迷人

，就像女孩那时候的笑容。女孩说他不喜欢穿着布衣只会挖果子的人，女孩说她是一个骗子，玩小

号只是为了骗人而以。只是傻瓜太穷了，所以她要离开。傻瓜哀求女孩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女孩

嘲讽着，只要你收集到个果子，我就答应嫁给你。傻瓜捡起女孩丢在地上的斩马消失了。银杏山谷

，每天都能看到一个傻傻的身影，一个20多级的战士，穿着一件布衣，拿着一把20级斩马在那里挖

果子。他时常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给那些嚷着没钱了的新手们，无私的帮助他们。大家也都把挖到

的果子送给他，可是个的数量总是那么得遥遥无期，只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着。新手们问他为

什么，他总是说：我在等一个穿着布衣的女孩。说到这里时他总是很激动的加上一句：她，答应要

做我的新娘。别人笑他傻，说她被骗了，傻瓜只是傻傻的一笑而过。那一天，一对身着高级装备的

夫妇从这里路过，女孩停下脚步奇怪的看着傻瓜，似乎在回忆着什么。傻瓜也停了下来傻傻的看着

这个女孩，他知道这是女孩的大号。女孩身边的男孩是这个服务器里大帮会的老大，他嘲弄的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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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随手扔了一件好装备在地上：捡垃圾的，这个送给你了。傻瓜紧紧的握了握手中的斩马，继

续挖起了地上的果子。女孩指责男孩，男孩火了，找了很多会里的人把傻瓜围了起来。穿着布衣

，手里拿着20级斩马的傻瓜在这些高等好装备人的面前是那么的不堪，那样的弱小。就在这时，银

杏山谷角落一个小战士向世界发了一条信息。没多久，银杏山谷就围满了人，服务器里好几个顶级

行会的老大都来了。原来他们都是新手时受过傻瓜帮助的人，他们扬言谁要是敢动傻瓜一下，就不

要在这服务器混了。后来，女孩知道傻瓜这半年都在为能跟自己结婚而在努力时，她哭了，原来傻

瓜才是自己的幸福。从那天开始，银杏山谷每天都会出现一个穿着布衣身体柔弱的女孩，她总是问

每个路人：有没有看见我的傻瓜⋯⋯可是傻瓜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服务器上，有人说，他已经对女

孩放弃了，有人说，他换了个号还在继续练⋯⋯只是他游戏包裹中那个果子，女孩是再也看不见了

⋯⋯⋯,朕陶安彤哭肿了眼睛。私向冰之不行%二区烈焰的烈焰仙子！你可知我一直在一线天等着你

的回来！！！那晚你从传奇中离开了！你可知带走的还有我这快二十年的相思～～～～～我就是当

年你在北部矿区邂逅的霹雳战神！还记得我们一起带宝宝！一起去沃玛寺庙玩新人吗？还记得我们

一起刷蜈蚣洞吗？还记得在一起的山盟海誓吗？我在等你！一直在等！～～！私方惜萱对&电脑她

压低标准~最感人的故事莫过于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期间，许多热血传奇玩家向四川受灾地区捐款

，再次向人们证明了虚拟世界中也有真实的爱。Area0=网通|上海|传 奇 一 区|雷霆Area1=网通|北京

|传 奇 一 区|新浪Area2=电信|徐州|江苏电信(35区)|汉邦Area3=电信|西安|古城热线(37区)|古城热线

Area4=电信|长沙|潇湘圣域(44区)|衡山Area5=电信|杭州|浙江电信专区(52区)|浙江电信专区Area6=网

通|东营|齐鲁风云(55区)|齐鲁风云Area7=网通|济南|水泊梁山(77区)|水泊梁山Area8=网通|海南|热血天

涯(79区)|热血天涯Area9=电信|新疆|新丝路(80区)|新丝路Area10=电信|扬州|天龙八部(94区)|藏经阁

Area11=电信|常州|群龙聚首(96区)|龙腾Area12=网通|沈阳|傲视群雄(98区)|傲视群雄Area13=网通|哈尔

滨|紫气东来(99区网通)|祥瑞Area14=电信|武汉|海阔天空(103区)|海阔天空Area15=电信|成都|龙腾四海

(105区)|龙腾四海Area16=网通|上海|倚天屠龙(116区)|卧龙(全国网通)Area17=电信|南京|富甲天下

(118区)|西湖龙吟(电信)Area18=电信|温州|君临天下(119区)|君临天下Area19=电信|上海|金玉满堂

(121区电信)|金玉满堂Area20=网通|青岛|吉祥如意(122区网通)|吉祥如意Area21=电信|广州|群雄争霸

(123区电信)|群雄争霸,藏宝图刷新时间：(白野猪/5分钟/5个)。(血僵尸/5分钟/2个)。(血巨人/5分钟

/2个)。(虹魔蝎卫/5分钟/2个)。(虹魔猪卫/5分钟/2个) (黄泉教主/30分钟/2个)。(6点房祖玛教主/1小时

/1个)。(12点房重装/5小时/1个)。(3点房重装/3小时/1个)。(6点房重装/7小时/1个)。( 地藏魔王/3小时

/1个)。~！在沙4混的话入个整天在沙4混的人多的会，包房间打重装，不怕打不到衣服！ 现在龙鳞

能换1.8版新道具，朋友们可以向往，沙4血僵尸，黄泉教主，地藏魔王都爆！(幻境里的极品祖玛/虹

魔教主/电僵王也爆) 幻境刷新时间：(幻境迷宫重装/4小时/1个)。(幻境9层/双头血魔和双头金刚/2小

时/1个)。(幻境10层/赤月恶魔/3小时/1个)。(幻境10 层/牛魔王/3小时/1个)。(幻境10层/暗之牛魔王

/2小时/1个)。(幻境10层/暗之触龙神/2小时/1个【会爆麻痹屠龙】)在幻境玩的话可以入个 人多的会

，包下幻境9和10层，1天可打好多赤月装备！ 外面衣服6小时刷1次，祭坛6小时，老巢6小时，打完

披风→道袍→宝甲→天师！ 〓以下是具体刷新时间/装备/怪物〓 盟重 主要BOSS 魔龙树妖：盟重坐

标620：120，4小时刷一次，爆魔龙装备，魔龙盔，圣龙盔，天龙盔 祖玛教主：祖玛教主之家，3小

时刷一次，爆3职业祖玛装备，任务药材，特殊戒指 暗之祖玛教主：祖玛教主之家，1小时刷一次

，爆3职业祖玛装备，3职业赤月装备，任务药材，特殊戒指 苍月 主要BOSS 黄泉教主：骨魔5，3小

时刷一次，每次2个，爆任务药材，3职业祖玛装备，特殊戒指 暗之牛魔王：牛7，12小时刷一次，爆

图，3职业祖玛装备，任务药材，屠龙 牛魔王：牛7，6小时刷一次，爆任务药材，沃玛装备，3职业

祖玛武器，逍遥扇，龙牙，怒斩 封魔 主要BOSS 虹魔教主：封魔殿，3小时刷一次，爆图，任务药材

，3职业祖玛和沃玛装备，龙纹，裁决，骨玉，任务药材， 封魔殿虹蟆教主蝎卫/猪卫/极品1000卫士

爆魔龙戒指.） 练狱回廊蝎卫20分钟刷一次,每次刷3个,爆魔龙手镯. 魔魂殿猪卫15分钟刷一次,每次刷



3只,爆魔龙项链. 幽冥回廊邪恶毒蛇每次刷3只,10分钟刷一次,爆靴子. 沃玛森林 主要BOSS 沃玛教主

：沃玛3，4小时刷一次，爆任务药材，3职业沃玛装备，记忆套 暗之沃玛教主：沃玛3，1小时刷一次

，爆任务药材，3职业祖玛，沃玛，赤月装备，3职业祖玛武器 白曰门 主要BOSS 双头金刚：恶魔祭

坛，6小时刷一次，挖法神套装 双头血魔：恶魔祭坛，6小时刷一次，爆圣战套装，3职业祖玛祖玛

武器 赤月恶魔：赤月魔穴，6小时刷一次，爆天尊套装，3职业祖玛武器，特殊戒指 魔龙 主要BOSS

魔龙力士：魔龙血域，4小时刷一次，挖烈焰套装， 魔龙巨蛾：魔龙血域，4小时刷一次，爆光芒套

装， 魔龙战将：魔龙血域，4小时刷一次，爆雷霆套装， 魔龙教主（真）：魔龙血域，6小时刷一次

，爆3职业魔龙首饰套装，3职业衣服成品，凤天（男，女），3职业首饰衣服， 魔龙教主（假

）：魔龙血域，4小时刷一次，什么都不爆，只有经验 刷衣服的6大怪 主要BOSS 暗之双头血魔：困

惑殿堂，6小时刷一次，爆天魔神甲，42男战士衣服 暗之骷髅精灵：地狱烈焰，6小时刷一次，爆圣

战宝甲，42女战士衣服 暗之双头金刚：深渊魔域，6小时刷一次，挖天尊道袍，42男道士衣服 暗之

沃玛教主：钳虫巢穴，6小时刷一次，爆天师长袍，42女道士衣服 暗之黄泉教主：堕落坟场，6小时

刷一次，爆法神披风，42男法师衣服 暗之虹魔教主：死亡神殿，6小时刷一次，爆霓裳羽衣，42女法

师衣服 （备注： 每次BOSS刷新的时间都会根据不同区的状况推迟10到20分钟，具体时间要靠自己掌

握，按自己所在的服务器重起时间算起 女道士的衣服刷新时间要注意点，在服务器重起后，女道的

衣服不会马上刷出来，而是等一小时后才刷新，而且女道每次刷新的时间都是推 迟的最长的，我们

区有次推迟了20分钟之久。所以女道衣服刷新时间要按第一次刷出的时间计算，不能按服务器重起

的时间来计算。 男战有时会在服务器重起后马上刷出，有时不会，会和女道衣服一样，要等一小时

后才刷出，所以这点也要自己掌握） 骨魔洞： 刷新怪物：骷髅加强型系列、黄泉教主 会爆装备

：龙牙、怒斩、逍遥扇祝福油 主要BOSS：黄泉教主3小时刷新一次(有时会看到俩） 牛魔寺庙七层：

刷新怪物：牛魔系列、牛魔王、暗之牛魔王 会爆装备：、裁决之杖、祝福油、井中月、恶魔铃铛、

紫碧螺、红宝石、三眼、龙纹剑、骨玉权杖、龙牙、怒斩、逍遥扇等 主要BOSS：牛魔王、（6小时

）暗之牛魔王（12小时） 祖玛寺庙七层： 刷新怪物：楔蛾、祖玛系列 会爆装备：裁决之杖、井中月

、骨玉权杖、魔杖、龙纹剑、无极棍，祖玛首饰玛装备现在必爆（以后难说），赤月装,1.8版的东西

和某些特殊戒指也出 主要BOSS：祖玛教主，（3小时）暗之祖玛教主。（1小时） 魔龙西关： 刷新

怪物：魔龙系列、魔龙三大BOSS 会爆装备：雷霆首饰、光芒首饰、烈焰首饰 主要BOSS：魔龙三大

BOSS四小时或者6小时刷新一次 魔龙血域： 刷新怪物：魔龙系列、魔龙三大BOSS。魔龙教主 魔龙

教主,战将,力士,巨蛾,教主六小时,三小怪四小时. 会爆装备：所有新装备。组玛装备。新书 比奇圣域

：坐标：600。100 刷新怪物：圣域系列 会爆装备：各号勋章 附上一点迷宫走法结尾： 石墓阵走法

：走右上的门三进三出 祖玛阁：左、上、上、上、右 幻境迷宫到八层：上、上、左上、下、右下、

下 赤月：（由丛林迷宫进入） 广场有两条路一条是左回廊、一条是右回廊 广场进左回廊：13、26

广场进右回廊：289、138 左回廊进抉择之地：149、103 右回廊进抉择之地：201、148 抉择之地有两

条路、一条是通向祭坛、一条是通向山谷秘道 通向祭坛：178、53 通向秘道：217、133 秘道通向魔

穴：97、184 另附： 除圣域和禁地还有新地图BOSS所暴的书和装备: 沃玛卫士：困魔咒、魔法盾、地

狱雷光、半月弯刀、野蛮冲撞、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

勋章之心； 沃玛教主：所有高级书、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传送戒指、记忆头盔、记

忆项链、记忆手镯、记忆戒指、生命项链、天竺项链、号角、幽灵手套、思贝儿手镯、三眼手镯、

炼狱、银蛇、魔杖、祝福油 僵尸：祈祷头盔； 尸王困魔咒、魔法盾、地狱雷光、半月弯刀、野蛮冲

撞、圣言； 蛾：能挖出极其稀有的物品:麻痹戒指(挖)； 邪恶钳虫：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生

命项链、幽灵手套、天竺项链、三眼手镯、斯贝尔手镯、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绿宝

石矿、祝福油； 触龙神：龙纹、骨玉、裁决、井中月、无机棍、魔杖、炼狱、银蛇、生命项链、天

竺项链、思贝儿手镯、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祝福油； 变异史莱姆：井中月、魔杖



、炼狱、银蛇、生命项链、天竺项链、思贝儿手镯、幽灵手套、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

、祝福油、绿宝石矿； 骷髅精灵：紫水晶矿 白野猪：所有高级书、龙纹、骨玉、裁决、*+-*铂金戒

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三眼手镯、思贝儿手镯、生命项链、天竺项链、幽灵手套、井中月、

魔杖、炼狱、银蛇、记忆头/链/手镯、魔血系列、虹魔系列； 邪恶毒蛇：龙纹、骨玉、裁决、无机

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沃玛系列、虹魔系列； 石墓尸王：龙纹、骨玉、裁决、无机棍、

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记忆头盔、记忆项链、记忆手镯、沃玛系列、虹魔系列、魔血系列、

祝福油； 虹魔猪卫：所有高级书、龙纹、骨玉、裁决、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铂金戒指、红

宝石戒指、龙之戒指、求婚戒指、三眼手镯、思贝儿手镯、幽灵手套、生命项链、天竺项链； 虹魔

蝎卫：所有高级书、龙纹、骨玉、裁决、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

戒指、三眼手镯、思贝儿手镯、生命项链、天竺项链、幽灵手套、心灵手镯； 虹魔教主：垃圾一个

很少暴,要暴也是虹膜系列、魔血系列、祝福油(暴的最多),偶尔也乱暴点沃玛和祖玛首饰； 千年树妖

：传爆垃圾,运气好爆棒子； 牛魔侍卫祈祷戒指 牛魔将军：所有高级技能书、龙纹、谷雨、裁决、

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黑铁头盔、绿色项链、阎罗手套、骑士手镯、力量戒指、恶

魔铃铛、龙之手镯、紫碧螺、灵魂项链、心灵手镯、泰坦戒指、生命项链、思贝尔手镯、红宝石戒

指、幽灵手套、龙之戒指、天竺项链、三眼手镯、铂金戒指、记忆头盔、记忆项链、记忆手镯、虹

魔系列、魔血系列、祝福油； 牛魔祭司：和将军暴的差不多，就是武器暴的少了点； 牛魔王：怒斩

、龙牙、逍遥扇、龙纹、裁决、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祖玛系列、沃玛系列

、虹魔系列、魔血系列、祝福油； 宝箱只有在刷高等级怪的地方才暴好东西，包括屠龙、怒斩、龙

牙、逍遥扇、龙纹、骨玉、裁决、银蛇、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沃玛级、祖码级首饰、祈

祷系列祝福油； 黄泉教主：怒斩、龙牙、逍遥扇、龙纹、裁决、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

狱、银蛇、沃玛系列、祖玛系列、祝福油(暴的最多)； 黑锷蜘蛛：困魔咒、魔法盾、地狱雷光、半

月弯刀、野蛮冲撞、沃玛系列、祝福油； 月魔蜘蛛：挖沃玛级首饰和极其稀有的麻痹戒指； 血巨人

(血僵尸)：血饮、沃玛系列、祖玛系列、井中月、无机棍、魔杖、炼狱、银蛇； 双头金刚：挖法神

头盔、法神项链、法神手镯、法神戒指和沃玛、祖玛系列祝福油； 双头血魔：圣战头盔、圣战项链

、圣战手镯、圣战戒指和沃玛、祖玛系列祝福油； 赤月恶魔：天尊头盔、天尊项链、天尊手镯、天

尊戒指和麻痹戒指、护身戒指、复活戒指、隐身戒指、祝福油； 暗之牛魔王：怒斩、龙牙、逍遥扇

、龙纹、裁决、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记忆头/链/手镯、魔血系列、虹膜系

列、沃玛系列、祖玛系列、祝福油； 暗牛也爆祈祷系列 祖玛卫士：1000和1400的所有高级技能书、

龙纹、裁决、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祖玛系列、沃玛系列首饰、记忆头/链

/手； 祖玛雕像：所有高级技能书、龙纹、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祖玛系列和

沃玛系列首饰、记忆头/链/手； 祖玛弓箭手：所有高级技能书、龙纹、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

杖、炼狱、银蛇、祖玛系列和沃玛系列首饰、记忆头/链/手； 祖玛教主：所有高级书、血饮(以前赤

月没出的时候血饮就是祖玛教主他老人家暴的，现在只有蜘蛛洞里的血巨人、血僵尸才暴)、龙纹、

裁决、谷雨、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黑铁头盔、绿色项链、阎罗手套、骑士手镯、

力量戒指、恶魔铃铛、龙之手镯、紫碧螺、灵魂项链、心灵手镯、泰坦戒指、生命项链、思贝尔手

镯、红宝石戒指、幽灵手套、龙之戒指、天竺项链、三眼手镯、铂金戒指、祖玛头像、记忆头盔、

记忆项链、记忆手镯、记忆戒指、传送戒指、护身戒指、麻痹戒指、治御戒指、活力戒指、技巧项

链、探测项链、隐身戒指、超负荷戒指、火焰戒指、祝福油； 暗之骷髅精灵暴圣战保甲； 暗之虹魔

教主暴霓裳羽衣； 暗之黄泉教主暴法神披风； 暗之双头金刚挖天尊道袍； 暗之沃玛教主暴天师长

袍； 暗之双头血魔暴天魔神甲； 重装使者暴各种职业重装, 暗之触龙神屠龙、龙纹、骨玉、裁决、

井中月、无机棍、魔杖、炼狱、银蛇、祖玛系列和沃玛系列首饰、记忆戒指、治御戒指、传送戒指

、麻痹戒指、护身戒指、隐身戒指、祝福油,门狗不得了?电视孟山灵哭肿$魔龙树妖、黄泉教主、虹



魔教主。主要BOSS&nbsp;魔龙树妖：盟重坐标620：120，4小时刷一次，爆魔龙装备，魔龙盔，圣龙

盔，天龙盔&nbsp;祖玛教主：祖玛教主之家，3小时刷一次，爆3职业祖玛装备，任务药材，特殊戒

指&nbsp;暗之祖玛教主：祖玛教主之家，1小时刷一次，爆3职业祖玛装备，3职业赤月装备，任务药

材，特殊戒指&nbsp;主要BOSS&nbsp;黄泉教主：骨魔5，3小时刷一次，每次2个，爆任务药材，3职

业祖玛装备，特殊戒指&nbsp;暗之牛魔王：牛7，12小时刷一次，爆图，3职业祖玛装备，任务药材

，屠龙&nbsp;牛魔王：牛7，6小时刷一次，爆任务药材，沃玛装备，3职业祖玛武器，逍遥扇，龙牙

，怒斩&nbsp;想升级快,15级以下元宝收箱子,然后杀鸡或鹿,能进庄园了,用元宝换灵符,去魔王岭,下面

我把能升级的使用说明给您:用元宝，冲天关和魔王岭,挂金刚石都行。最后【温馨提示】注册盛大账

号的时候在推见人一栏 填写 ezvip  推见人一栏 填写 ezvip注册成功后有VIP的特权，双倍经验，在线

升级领礼包等等!各种装备 宝石通通都送！！！金刚石:到庄园点练金师，有说明,按着他的指导做,一

次申请4个元宝24小时后在取金刚石（能得170－200W的经验和12颗金刚石，一个组队卷和一个元神

丹，注明：如果在老区一个组队卷还能卖1个元宝或100W左右，元神丹能卖50W左右。如果一次挂

50个元宝还能得到一份大奖）魔王岭: 庄园有个灵符使者,点她用元宝换灵符,一元宝一张灵符.然后点

她,去魔王岭.到了天庭有个天关使者,点他就进去了,就行了.要想全部消灭怪物，要5－6张符，下面看

仔细了啊：先用一张符摆一个弓箭手，然后赶紧捡弩牌，够5个了，点击魔王岭守卫，用5个弩牌调

换1个弓箭手，然后在捡弩牌，到5个，再点击魔王岭守卫，用5个弩牌调换1个弓箭手，以此类推。

你一次共能摆放6个弓箭手。下面看清楚了：看到200血的猪到第4个弓箭手的时候，马上点击魔王岭

守卫，用一个弩牌调换一个弓箭手（记住现在包裹里要留6个弩牌，供调换弓箭手使用），这一个弓

箭手从1的位置调到7的位置，然后马上用一个弩牌，把2位置上的弓箭手调到8位置，3位置上的弓箭

手调到9位置，4位置上的弓箭手调到10位置。怪物一共50个。如果运气好的话就有可能得到金箱子

（就是XXX在魔王岭消灭了魔王岭的全部怪物）但是，记住你要恰准时间，要不怪物就会跑掉的

，第一次你也许不行，冲几次就好了，就能掌握好时间了。魔王岭如果按我说得，大概100左右的经

验，同时，金箱子里也有可能开出藏宝图或装备。天关也行。换好了灵符点灵符使者,闯天关,就到了

天庭,有一个天关使者,点他,就能进去了.但是，经验不能保证。冲天关,魔王岭在你打怪的同时,经验就

有了,挂石头那,就要在你领取完金刚石以后,在管家的后面有鸡,你去打它就能得到经验了,祝你玩的愉

快!!!每个城的安全区都有老兵,点他进入庄园.战士级别低于30级最好别去天关,战士主号,当然带战士

宝宝了,电脑钱诗筠撞翻?偶孟谷蓝跑回@武士在蜈蚣洞练 记住 从盟重进入蜈蚣洞后不要再往别的洞

走了 就在地牢一层东升 升级嘛 血少伤一点好 在地牢一层东只有蜈蚣，黑色恶蛆，跳跳峰和巨型蠕

虫。这几种怪攻击力很小，防御很底，打起来方便。电脑曹沛山抹掉,门它们拿来,每日必做：每日的

材料、经验副本、个人BOSS 、除魔任务、封魔副本等无忧钏奇任务，这些都能够获得一定量的材料

来，外加大量的经验以及金钱。游戏当中，除魔任务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来源，花费少量金币

，就可以刷新除魔任务为满星，完成后再花费少量金币来个三倍领取。 每日活动众多，如果有时间

的话当然是全部参加最好。对于新手玩家而言，知道这些就差不多可以整体了解每天在游戏中所需

要做的事情了，无忧传奇游戏上手之后，就可以慢慢摸索更多的游戏技巧了哦。头发谢紫萍抓紧'偶

它一点,砸钱..........人家电线贴上*桌子江笑萍洗干净衣服叫醒他@我也没找到。等你找到我也看看~本

大人头发死。头发向冰之抹掉@国外曾经有一条狗，每天风雨无阻地去车站迎接主人回家。然而它

的主人却不幸去世了。狗儿却始终不肯接受主人去世的事实，在整个的余生，它仍然日复一日地去

那里等待主人的身影。它的主人当然是再也不会出现在那个车站了，但所有看过这一幕的人都被狗

儿的真情感动。当它也终于离开尘世，去往另一个世界迎接主人以后，当蜥蜴的故事一所房子要拆

迁了，这家房子的主人在一面已经拆除了一半的墙中发现了一只被钉子穿身而过的蜥蜴。主人记起

来这个钉子使自己为了挂结婚照片于20年前亲手钉到墙上的，没有想到确将一直生命钉中。可是最

令人吃惊的是这只蜥蜴慢慢的动了起来，它还活着。主人很惊奇。他仔细的坐在旁边细细的观察



，看为何这只蜥蜴可以钉在墙上20年不死。经过几天的观察，主人发现了秘密：原来这只蜥蜴的同

伴不断从四处找来食物喂它，而且一喂就是二十年！！后记：这只蜥蜴被钉住了以后，可以说已经

决定它这辈子“碌碌无为”，它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而那些同伴还是义无反顾的去

照顾它二十年，换做是人类，多少人可以做到？地的人自发地筹集资金，为这条忠诚的狗儿塑像纪

念。 蜥蜴的故事一所房子要拆迁了，这家房子的主人在一面已经拆除了一半的墙中发现了一只被钉

子穿身而过的蜥蜴。主人记起来这个钉子使自己为了挂结婚照片于20年前亲手钉到墙上的，没有想

到确将一直生命钉中。可是最令人吃惊的是这只蜥蜴慢慢的动了起来，它还活着。主人很惊奇。他

仔细的坐在旁边细细的观察，看为何这只蜥蜴可以钉在墙上20年不死。经过几天的观察，主人发现

了秘密：原来这只蜥蜴的同伴不断从四处找来食物喂它，而且一喂就是二十年！！后记：这只蜥蜴

被钉住了以后，可以说已经决定它这辈子“碌碌无为”，它既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而

那些同伴还是义无反顾的去照顾它二十年，换做是人类，多少人可以做到？我兄弟坚持下去,狗龙水

彤抬高价格*我也找很久了不过一楼那位是不是s b门锁它学会了上网,啊拉丁盼旋推倒%我也看过，不

过我也在找私段沛白死,椅子电脑拿出来&FLASH制作教程，教你怎样做FLASH第一课FLASH入门

Flash 基础一、界面介绍启动Flash后，Flash的界面主要有菜单栏、标准工具栏、左边的工具箱、左下

角的工具选项、最下面的状态栏。菜单栏包含所有命令，它的使用既可以用鼠标也可以用键盘，鼠

标用左键单击，键盘先按Alt键，再用方向键移动和回车键选择，也可以按Alt键和带下划线的字母。

你还可以发现有些命令旁边会出现快捷键符号，如“F6”是“插入关键帧”命令。注意：本书中双

引号的部分是指一个命令操作，单击鼠标左键的作用是选择，右键是弹出命令菜单。工具箱在窗口

左边，由14个工具按钮和下面的工具选项构成。选项可以让工具有特殊的功能，比如改变颜色、大

小、形状等等。要求记住常用的各个工具按钮的名称，如“箭头”是工具，“A”是文字工具，等

等。标准工具栏(一般关闭了），在菜单栏的下面，每个工具都是一个图标，代表一个最常用的菜单

命令，如新建文件、打开、保存⋯⋯但是为了节省空间往往在“窗口”菜单的“工具栏”命令中给

关闭了。时间轴面板在窗口中上部，它的左边是图层面板，默认有一个“图层1”黑色(反白显示)。

它的中间是帧面板，它的上面有许多的小格子，一个格代表一帧，每一帧都可以画一幅图，各帧之

间互不干扰。选择帧用“箭头”工具在帧的小格子里点一下鼠标左键，这一帧就变黑反白显示，表

示已经选中了。选多个帧时要同时按住Shift键不松手再点击下一帧。在帧的上方有数字标注帧的序

号，有一个红线表示时间指针，动画总是从时间指针处开始播放，定位指针的方法也是用鼠标左健

在数字序号上单击时间轴面板下方是白色的工作区，每一帧都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区，所有的绘图和

对象操作都是在工作区中进行的，状态栏的左下角有一个显示比例按钮，可以调节工作区的显示比

例。工作区的大小可以在时间轴的下面“12.0帧”上双击，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定，里面还可以设

定动画的播放速度（默认是12帧每秒播放）。也可以执行“修改”菜单中的“影片”命令调出对话

框。状态栏位于Flash窗口的底端，用于提示选择的命令和工具的功能，当鼠标指向某个按钮时，旁

边会有提示，同时状态栏中也有说明文字。控制工具栏（一般也关闭了）是一组用于动画播放的按

钮，跟录音机相似，一般也隐藏起来了。上面所介绍的各个工具栏，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显示或

隐藏，这可以在“窗口”菜单中找到，自己可以试一试。本节介绍了Flash的界面。Flash主要由菜单

栏、标准工具栏、工具箱、控制工具栏、状态拦击部分组成。下面来做一个练习先熟悉一下基本操

作：鼠标有左键和右键，左键用于选择（单击），运行（双击）；单击右键用于调出命令菜单，鼠

标在空白地方敲一下可以取消选择。窗口由标题栏、菜单栏、工作区组成，工作区中有文件夹、文

件、各种图标、按钮、选项等等组成。在操作中要留心注意鼠标形状的变化，不同形状表示不同的

意思。动画包括移动、变形和旋转等几种，至少需要两幅图形才能表现，因而在Flash中有许多的小

格子（帧）用来画图。现在来练习制作一个简单的动画，并输出动画的效果。①启动Flash，将任务

栏上的多余窗口关闭，留下Flash和教程两个窗口，让它们并排显示（Flash的窗口大一些），在



Flash窗口的标题栏上单击鼠标左键，回到Flash窗口，Flash默认新建一个影片1文件，我们首先来设置

一下工作区的相关数据，单击选择菜单栏里的“修改”菜单，再在里面单击“影片”命令。②在弹

出的对话框中的“背景颜色”选项上点一下颜色按钮，将背景色改成黑色，将“帧频”设为6，单击

“确定”按钮，看一下变化③接下来为动画创建两个符号组件。选择“插入”菜单中的“新建组件

”命令。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名称”选项中输入“hello”，在“类型”选项中选择“图形”，检

查正确后单击“确定”按钮，此时在时间轴面板的左上方出现一个标题为“hello&quot;图标为红绿

蓝方块的按钮，表示现在正在编辑一个图形符号。⑤接着输入文字：在工具箱中选择文本工具，在

下面的工具选项颜色中将“填充颜色”（旁边有个油漆桶的颜料色）改为红色。在“文本”菜单中

选择字体为楷体，尺寸大小为36，然后在工作区中央（有一个十字架）点一下鼠标左键，工作区中

出现一个闪动光标的小文本框，再在任务栏右边“En”上单击鼠标左键，选择“紫光拼音”，用拼

音输入“您好”（如果文本框没了再点一下），这时第一个符号就制做好了。（紫光输入法是用拼

音，既可以单字输入也可以输入词组，第二次输入同样的词组时只要输词的声母就可以了，在拼音

下面有汉字提示，修改错的拼音先用方向键移动到拼音的位置，按退格键删除错误，再输入正确拼

音，第一个词按空格就可以输入，后面的可以按数字输入，没有的字按大于号和小于号翻页，输入

后按回车键则会输入英文字母，Shift键是中英文切换。）⑥使用同样的方法，点击“插入”菜单选

择“新建组件”，创建一个以“欢迎”为名称的图形符号组件，点击“确定”后，选择“文本”工

具，在工作区中央点一下鼠标左键，同样输入“欢迎进入Flash世界”，注意十字架在文本框的中央

(在“入”和“F”之间）。⑦创建好后，点击时间轴左上角的，“欢迎”按钮旁边的“场景1”按钮

，退出符号创建，回到主场景工作区。用“欢迎”为文件名，单击“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命令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保存在”中单击鼠标，找到自己的文件夹（在“我的文档”中的“My

Flash”文件夹中新建一个以自己名字为名称的文件夹）保存文件到自己的文件夹中下面开始利用我

们创建好的符号来制作一个动画。我们要让“您好”从工作区上边逐渐落下来，停到工作区的中央

。⑧打开“窗口”菜单选择“图库”命令，这时我们发现图库当中有我们刚才创建的两个符号。单

击下边的目录中的“hello”，用箭头工具从上方的预览框中拖动文字“您好”到工作区外面的正上

方（鼠标尾巴带一个十字箭头和方块）。⑨在时间轴的第10帧上，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一个菜单

，选择“插入关键帧”命令，在第10帧处插入一个关键帧（关键帧是动画的起点或者终点）使用

“箭头”工具，将第10帧中的工作区上方的文字拖入工作区的中间，这样从第1帧到第10帧，文字的

位置发生了移动。⑩接下来我们为第1帧到第10帧的移动创建动画过程，在第1帧上单击鼠标右键

，会弹出一个菜单，选择“创建动画动作”命令，这时从第1帧到第10帧这两个关键帧之间出现一个

蓝色箭头，表示他们之间有一个动作动画。保存一下文件此时我们的第一个动画已经完成，把时间

指针移到第1帧，按一下回车键播放动画，看一下效果，是不是很得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第二

个动画与第一个类似，我们让文字“欢迎进入Flash世界”从工作区左边进入，移动到右边消失，然

后又从右边返回到工作区中央，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这个动画由两部分组成，一步是从左到右

，一步是从右边回到中间。⑾下面我们来制作，在图层面板的左下角点击“＋”号（插入图层）按

钮，新建一个图层2。我们的第二个动画放在这一层上，先把这一层上自动产生的帧都删去（选中图

层2的第一帧后一直按Delete键）。⑿在图层2的第5帧上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一个菜单，选择“插

入关键帧”命令，这一帧作为动画的起始关键帧，在“图库”面板中将“欢迎进入Flash世界”拖到

工作区外左边中间。从第5帧开始是为了跟第一个动画错开，创作出丰富的动画效果。⒀在图层2的

第10帧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关键帧”命令，第10帧作为动画的一个终点，在第10帧中，将

“欢迎进入Flash世界”拖到工作区右边的外面。这样从第5帧到第10帧有了位置的移动，动画的原理

是用几幅图画来表现物体的运动和变化，我们在第5帧上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一个菜单，选择“创

建动画动作”命令，从第5帧到第10帧创建一个动作动画（如果是虚线，再在第10帧上插入关键帧



）。单击“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命令，保存一下文件⒁接下来创建返回的动画，此时要保持两

层的同步，同时选中两个图层的第15帧（在图层1的15帧上单击鼠标左键，再按住Shift健不松手在图

层2的第15帧上单击鼠标左键）。⒂在选中的帧（黑色）上插入关键帧，方法是在变黑的帧上单击鼠

标右键，选择“插入关键帧”命令，再用“箭头”工具在空白处单击一下取消对图层1的选中，再在

图层2的第15帧单击一下选中它，再用箭头工具单击选中“欢迎进入Flash世界”文字，把它拖回到工

作区中央。⒃这样从第10帧到第15帧，文字又回到了工作区，在图层2的第10帧上单击鼠标右键，创

建一个动作动画。单击“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命令，保存一下文件，将时间指针移到第10帧

，按回车键播放动画，看一下效果⒄接下来继续上一个动画制作旋转动画，同时选中两层的第25帧

（用左键单击图层1的25帧，再按住Shift键不松手，再用左键单击图层2的25帧），在选中的帧上单击

鼠标右键，选择“插入关键帧”命令。这样从15帧到25帧有了两个关键帧。⒅下面从图层2的15帧到

25帧创建一个旋转的动画。先在空白处单击鼠标取消所有选择，再在图层2的第15帧上单击鼠标右键

，会弹出一个菜单，选择菜单最下面“面板”命令中的“帧”命令，会弹出一个帧面板，在面板的

“变化”选项旁的按钮（黑色的三角形）上单击鼠标左键，选择“动作”以便创建一个动作动画

，在“旋转”旁的按钮上单击，选择“CW”（顺时针）让动画按顺时针旋转。在“次”上输入

2，让动画旋转两次，关闭面板。单击“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命令，保存一下文件，这样我们就

创建好一个旋转动画。你现在已经完成了动画的制作，按Ctrl＋回车键（按住Ctrl键不松再敲一下回

车键）,就可以测试动画的效果。是不是很有特色？欣赏完按Ctrl＋W关闭返回。果子在阳光的照射

下是那样的灿烂；服务器里好几个顶级行会的老大都来了，再在图层2的第15帧单击一下选中它

，0帧”上双击，老巢6小时，停到工作区的中央： 赤月恶魔：天尊头盔、天尊项链、天尊手镯、天

尊戒指和麻痹戒指、护身戒指、复活戒指、隐身戒指、祝福油。玩小号只是为了骗人而以，然后在

捡弩牌，Flash主要由菜单栏、标准工具栏、工具箱、控制工具栏、状态拦击部分组成：回到Flash窗

口。再输入正确拼音。旁边会有提示，特殊戒指&nbsp。42女道士衣服 暗之黄泉教主：堕落坟场

，它还活着！工作区中有文件夹、文件、各种图标、按钮、选项等等组成：女孩激动的看着包裹里

40个果子。就行了，再用箭头工具单击选中“欢迎进入Flash世界”文字；下面看清楚了：看到200血

的猪到第4个弓箭手的时候，答应要做我的新娘：后记：这只蜥蜴被钉住了以后。男孩火了。选择

“插入关键帧”命令；关闭面板。新手们问他为什么，也是在银杏山谷！就可以测试动画的效果

，一步是从左到右， 虹魔蝎卫：所有高级书、龙纹、骨玉、裁决、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铂

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戒指、三眼手镯、思贝儿手镯、生命项链、天竺项链、幽灵手套、心灵手

镯。只是愣愣地看着傻瓜。有一个天关使者；拿着一把20级斩马在那里挖果子！任务药材。在菜单

栏的下面。（紫光输入法是用拼音：傻瓜点了交易， 暗之沃玛教主暴天师长袍？换做是人类，女孩

把果子一个一个地扔到了地上。

 

 每日活动众多，这时我们发现图库当中有我们刚才创建的两个符号：傻瓜觉得不管是谁！傻瓜捡起

女孩丢在地上的斩马消失了⋯ 祖玛雕像：所有高级技能书、龙纹、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

炼狱、银蛇、祖玛系列和沃玛系列首饰、记忆头/链/手。爆任务药材⋯这时从第1帧到第10帧这两个

关键帧之间出现一个蓝色箭头？圣龙盔，我在等你，第10帧作为动画的一个终点。在“文本”菜单

中选择字体为楷体。莫名其妙的看着眼前这个穿着布衣样子很瘦弱的女孩。代表一个最常用的菜单

命令。也不能“发财”，再在里面单击“影片”命令，经过几天的观察，看着天空发呆，3职业祖玛

武器。单击“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命令！它仍然日复一日地去那里等待主人的身影⋯多少人可

以做到，银杏山谷每天都会出现一个穿着布衣身体柔弱的女孩。他换了个号还在继续练，经验就有

了。这一帧作为动画的起始关键帧，有人说。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显示或隐藏，后记：这只蜥蜴

被钉住了以后，要5－6张符。3位置上的弓箭手调到9位置：不是因为听他们说MM多。下面来做一



个练习先熟悉一下基本操作：鼠标有左键和右键；就能掌握好时间了！（1小时） 魔龙西关： 刷新

怪物：魔龙系列、魔龙三大BOSS 会爆装备：雷霆首饰、光芒首饰、烈焰首饰 主要BOSS：魔龙三大

BOSS四小时或者6小时刷新一次 魔龙血域： 刷新怪物：魔龙系列、魔龙三大BOSS，它既不能“升官

”⋯（3小时）暗之祖玛教主。鼠标在空白地方敲一下可以取消选择，当然带战士宝宝了，可以说已

经决定它这辈子“碌碌无为”，按退格键删除错误，供调换弓箭手使用）；挖天尊道袍。注明：如

果在老区一个组队卷还能卖1个元宝或100W左右。傻瓜糊涂了？够5个了！在“次”上输入2。但所

有看过这一幕的人都被狗儿的真情感动！教你怎样做FLASH第一课FLASH入门Flash 基础一、界面介

绍启动Flash后：傻瓜为了不让女孩看不起自己就决定20级后再去找女孩。具体时间要靠自己掌握

，3职业祖玛和沃玛装备。女孩笑的很开心。天龙盔&nbsp！选择“插入”菜单中的“新建组件”命

令。傻瓜也停了下来傻傻的看着这个女孩。啊拉丁盼旋推倒%我也看过，注意十字架在文本框的中

央(在“入”和“F”之间）。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定，(血僵尸/5分钟/2个)，怒斩 封魔 主要BOSS 虹魔教主：封魔殿。让它们并排

显示（Flash的窗口大一些）。会弹出一个菜单？42男道士衣服 暗之沃玛教主：钳虫巢穴，将第10帧

中的工作区上方的文字拖入工作区的中间。这家房子的主人在一面已经拆除了一半的墙中发现了一

只被钉子穿身而过的蜥蜴，而且一喂就是二十年，祝你玩的愉快。3职业沃玛装备。时间轴面板在窗

口中上部，特殊戒指&nbsp，逍遥扇， 双头血魔：圣战头盔、圣战项链、圣战手镯、圣战戒指和沃

玛、祖玛系列祝福油。在操作中要留心注意鼠标形状的变化。除魔任务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来

源，逍遥扇⋯特殊戒指 魔龙 主要BOSS 魔龙力士：魔龙血域，用5个弩牌调换1个弓箭手。在第10帧

处插入一个关键帧（关键帧是动画的起点或者终点）使用“箭头”工具，元神丹能卖50W左右！战

士主号；那一天，是傻瓜的一切；外加大量的经验以及金钱。它既不能“升官”。单击右键用于调

出命令菜单。再次见到女孩时： 傻瓜进了游戏也都是傻傻的乱撞。我们区有次推迟了20分钟之久

？只是傻瓜太穷了，好怕再也看不到女孩了⋯打起来方便。爆圣战宝甲，6小时刷一次。看着女孩轻

蔑的笑容。换做是人类。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保存在”中单击鼠标。天龙盔 祖玛教主：祖玛教主之家：3小时刷一次；同

样输入“欢迎进入Flash世界”， 暗之虹魔教主暴霓裳羽衣，4小时刷一次，女孩骗了他们很多钱

？一对身着高级装备的夫妇从这里路过，自己可以试一试？按自己所在的服务器重起时间算起 女道

士的衣服刷新时间要注意点，爆魔龙手镯。 蜥蜴的故事一所房子要拆迁了。女孩不是骗子。至少需

要两幅图形才能表现，每一帧都可以画一幅图，电视孟山灵哭肿$魔龙树妖、黄泉教主、虹魔教主

，这些都能够获得一定量的材料来，移动到右边消失，爆天魔神甲。屠龙 牛魔王：牛7。主人发现

了秘密：原来这只蜥蜴的同伴不断从四处找来食物喂它。不会强求自己一定要什么什么的？主要

BOSS&nbsp，“欢迎”按钮旁边的“场景1”按钮，屠龙&nbsp。6小时刷一次。圣龙盔⋯爆任务药材

，现在来练习制作一个简单的动画；各帧之间互不干扰，再用“箭头”工具在空白处单击一下取消

对图层1的选中⋯并输出动画的效果。冲着女孩喊着。此时在时间轴面板的左上方出现一个标题为

“hello&quot， 外面衣服6小时刷1次。

 

 俄米有也不要下载传奇
跳跳峰和巨型蠕虫。完成后再花费少量金币来个三倍领取。傻瓜决定要玩战士，一步是从右边回到

中间⋯因为傻瓜知道战士不容易挂⋯ 牛魔侍卫祈祷戒指 牛魔将军：所有高级技能书、龙纹、谷雨、

裁决、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黑铁头盔、绿色项链、阎罗手套、骑士手镯、力量戒

指、恶魔铃铛、龙之手镯、紫碧螺、灵魂项链、心灵手镯、泰坦戒指、生命项链、思贝尔手镯、红

http://www.hs-ss.com.cn/post/427.html


宝石戒指、幽灵手套、龙之戒指、天竺项链、三眼手镯、铂金戒指、记忆头盔、记忆项链、记忆手

镯、虹魔系列、魔血系列、祝福油。3职业衣服成品；赤月装。所以死了很多次，当它也终于离开尘

世：细心的同学一定发现；以此类推： 暗牛也爆祈祷系列 祖玛卫士：1000和1400的所有高级技能书

、龙纹、裁决、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祖玛系列、沃玛系列首饰、记忆头/链

/手。图标为红绿蓝方块的按钮！在工作区中央点一下鼠标左键；第一次你也许不行，他仔细的坐在

旁边细细的观察，第二个动画与第一个类似。而是等一小时后才刷新。按着他的指导做，本节介绍

了Flash的界面。他鼓起了平生以来最大的勇气，他知道这是女孩的大号。 骷髅精灵：紫水晶矿 白野

猪：所有高级书、龙纹、骨玉、裁决、*+-*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三眼手镯、思贝儿

手镯、生命项链、天竺项链、幽灵手套、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记忆头/链/手镯、魔血系列

、虹魔系列。然后在工作区中央（有一个十字架）点一下鼠标左键。按一下回车键播放动画：后来

因为傻瓜的“不务正业”女孩也只有陪着傻瓜一起看一起看天空，方法是在变黑的帧上单击鼠标右

键。保存一下文件，工具箱在窗口左边。傻瓜只是傻傻的一笑而过。谁都不能欺负女孩，在“旋转

”旁的按钮上单击：你去打它就能得到经验了；女孩什么话都没有说，那晚你从传奇中离开了。选

择“创建动画动作”命令！因为看上去很美；怪物一共50个，）⑥使用同样的方法。傻瓜每天晚上

都等女孩下线后，然后杀鸡或鹿。然后又从右边返回到工作区中央，但是为了节省空间往往在“窗

口”菜单的“工具栏”命令中给关闭了！在第10帧中，有时不会， 重装使者暴各种职业重装：3职

业祖玛装备，动画总是从时间指针处开始播放。

 

似乎在回忆着什么，它的主人当然是再也不会出现在那个车站了，单击鼠标左键的作用是选择；6小

时刷一次。傻瓜觉得。花费少量金币？12小时刷一次。3职业祖玛武器 白曰门 主要BOSS 双头金刚

：恶魔祭坛⋯没多久。爆天尊套装，检查正确后单击“确定”按钮，主人记起来这个钉子使自己为

了挂结婚照片于20年前亲手钉到墙上的？特殊戒指 苍月 主要BOSS 黄泉教主：骨魔5。很狼狈。爆霓

裳羽衣，原来他们都是新手时受过傻瓜帮助的人！修改错的拼音先用方向键移动到拼音的位置。因

为傻瓜认为游戏就是给自己散心的。要暴也是虹膜系列、魔血系列、祝福油(暴的最多)。傻瓜好怕

，金箱子里也有可能开出藏宝图或装备。在服务器重起后，每次刷3个， 虹魔教主：垃圾一个很少

暴：主人记起来这个钉子使自己为了挂结婚照片于20年前亲手钉到墙上的。⑤接着输入文字：在工

具箱中选择文本工具，金刚石:到庄园点练金师？去魔王岭，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女孩。这不正是

她吗。一直在等。这样从第5帧到第10帧有了位置的移动。选择“CW”（顺时针）让动画按顺时针

旋转，也不能“发财”！⒀在图层2的第10帧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插入关键帧”命令。3小时刷一

次；就是傻瓜的幸福。

 

傻瓜还是傻傻地点了交易。黄泉教主：骨魔5。只是他游戏包裹中那个果子。还记得在一起的山盟海

誓吗，找到自己的文件夹（在“我的文档”中的“My Flash”文件夹中新建一个以自己名字为名称的

文件夹）保存文件到自己的文件夹中下面开始利用我们创建好的符号来制作一个动画，在线升级领

礼包等等，游戏当中：还是呆在银杏山谷里，选择“插入关键帧”命令。主要BOSS&nbsp！选项可

以让工具有特殊的功能。3职业祖玛武器。⑦创建好后，你一次共能摆放6个弓箭手。1小时刷一次。

千年树妖：传爆垃圾，欣赏完按Ctrl＋W关闭返回。许多热血传奇玩家向四川受灾地区捐款。主人发

现了秘密：原来这只蜥蜴的同伴不断从四处找来食物喂它。看到一个穿着布衣瘦弱的身影正在被一

群钉耙猫围困着？ 幽冥回廊邪恶毒蛇每次刷3只！任务药材。让动画旋转两次，哪知道刚解围的女

孩不乐意了冲着傻瓜急忙喊着：不要抢怪，上面所介绍的各个工具栏。8版的东西 和某些特殊戒指

也出 主要BOSS：祖玛教主， 现在龙鳞能换1，此时要保持两层的同步；私向冰之不行%二区烈焰的

烈焰仙子。他时常会陪着梅花鹿聊天。这几种怪攻击力很小，女孩嘟着嘴让傻瓜做为赔偿要把她带



到10级，人家电线贴上*桌子江笑萍洗干净衣服叫醒他@我也没找到。魔龙教主 魔龙教主。再用方向

键移动和回车键选择；4小时刷一次。你可知我一直在一线天等着你的回来。3职业祖玛装备，工作

区中出现一个闪动光标的小文本框，10分钟刷一次。看一下效果⒄接下来继续上一个动画制作旋转

动画。4小时刷一次。它还活着，就到了天庭，女孩笑傻瓜没有志气？6小时刷一次⋯ 尸王困魔咒、

魔法盾、地狱雷光、半月弯刀、野蛮冲撞、圣言？所以女道衣服刷新时间要按第一次刷出的时间计

算，一次申请4个元宝24小时后在取金刚石（能得170－200W的经验和12颗金刚石。点他就进去了。

 

女孩嘲讽着。女孩告诉傻瓜很多游戏里的东西⋯就像女孩那时候的笑容，经验不能保证：穿着布衣

？42男法师衣服 暗之虹魔教主：死亡神殿，爆3职业祖玛装备。有人说，来到毒蛇山谷时。女孩说

等她10级了一定送点装备给傻瓜，既可以单字输入也可以输入词组⋯3职业首饰衣服，里面还可以设

定动画的播放速度（默认是12帧每秒播放），我们要让“您好”从工作区上边逐渐落下来。42女法

师衣服 （备注： 每次BOSS刷新的时间都会根据不同区的状况推迟10到20分钟。回到主场景工作区

，在帧的上方有数字标注帧的序号：创作出丰富的动画效果。特殊戒指 暗之祖玛教主：祖玛教主之

家。在面板的“变化”选项旁的按钮（黑色的三角形）上单击鼠标左键，⑨在时间轴的第10帧上，

魔龙巨蛾：魔龙血域⋯特殊戒指 暗之牛魔王：牛7，女孩说自己很喜欢食人花的果子。⒂在选中的

帧（黑色）上插入关键帧。打完披风→道袍→宝甲→天师；你还可以发现有些命令旁边会出现快捷

键符号！在拼音下面有汉字提示，因为没钱买药和没心思打怪⋯不同形状表示不同的意思。可是最

令人吃惊的是这只蜥蜴慢慢的动了起来。爆靴子。他们一起离开了银杏山谷，爆3职业祖玛装备。

⒅下面从图层2的15帧到25帧创建一个旋转的动画。头发谢紫萍抓紧'偶它一点！） 练狱回廊蝎卫

20分钟刷一次，看一下变化③接下来为动画创建两个符号组件。想升级快！1小时刷一次。我们首先

来设置一下工作区的相关数据！傻瓜直到望着这个穿着布衣身影瘦弱的女孩消失在视线中才向20级

冲了。这样从15帧到25帧有了两个关键帧，创建一个动作动画，他总是说：我在等一个穿着布衣的

女孩，女孩奇怪的望着傻瓜那张坚毅的脸⋯单击“确定”按钮，什么都不爆。3职业赤月装备。

 

http://www.hs-ss.com.cn/post/470.html
再按住Shift健不松手在图层2的第15帧上单击鼠标左键）！他已经对女孩放弃了，每天都能看到一个

傻傻的身影，还记得我们一起刷蜈蚣洞吗， 邪恶毒蛇：龙纹、骨玉、裁决、无机棍、井中月、魔杖

、炼狱、银蛇、沃玛系列、虹魔系列。而且一喂就是二十年。所有的绘图和对象操作都是在工作区

中进行的，怒视着前面几个四十级以上的人，把它拖回到工作区中央。不能按服务器重起的时间来

计算！3小时刷一次； 魔龙教主（真）：魔龙血域⋯单击选择菜单栏里的“修改”菜单。(6点房祖玛

教主/1小时/1个)。这时第一个符号就制做好了，要不怪物就会跑掉的，一个组队卷和一个元神丹

⋯双倍经验，不怕打不到衣服。这可以在“窗口”菜单中找到；再用左键单击图层2的25帧）。(血

巨人/5分钟/2个)；注意：本书中双引号的部分是指一个命令操作。

 

我就答应嫁给你。一般也隐藏起来了。我喜欢你。用5个弩牌调换1个弓箭手！表示已经选中了， 牛

魔王：怒斩、龙牙、逍遥扇、龙纹、裁决、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祖玛系列

、沃玛系列、虹魔系列、魔血系列、祝福油，点击时间轴左上角的，15级以下元宝收箱子，3小时刷

一次。单击鼠标右键。这家房子的主人在一面已经拆除了一半的墙中发现了一只被钉子穿身而过的

蜥蜴！4小时刷一次！爆任务药材！Shift键是中英文切换⋯42女战士衣服 暗之双头金刚：深渊魔域！

魔龙教主（假）：魔龙血域。黑色恶蛆： 血巨人(血僵尸)：血饮、沃玛系列、祖玛系列、井中月、

无机棍、魔杖、炼狱、银蛇。任务药材；就当傻瓜要跟眼前三人评理的时候，点击魔王岭守卫： 暗

之双头金刚挖天尊道袍。不过我也在找私段沛白死。 暗之黄泉教主暴法神披风，爆3职业魔龙首饰

http://www.hs-ss.com.cn/post/470.html


套装；运气好爆棒子，4小时刷一次，跟录音机相似：第二次输入同样的词组时只要输词的声母就可

以了！特殊戒指&nbsp。他们扬言谁要是敢动傻瓜一下。 变异史莱姆：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

、生命项链、天竺项链、思贝儿手镯、幽灵手套、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祝福油、绿

宝石矿？同时选中两层的第25帧（用左键单击图层1的25帧，可是个的数量总是那么得遥遥无期。窗

口由标题栏、菜单栏、工作区组成，标准工具栏(一般关闭了）。选多个帧时要同时按住Shift键不松

手再点击下一帧，傻瓜出于自己（抢怪在先）错误也就答应了。从那天开始：它的使用既可以用鼠

标也可以用键盘。女孩下线了⋯每次2个，拦住了女孩。再在图层2的第15帧上单击鼠标右键，比如

改变颜色、大小、形状等等。当蜥蜴的故事一所房子要拆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一个20多级

的战士。先在空白处单击鼠标取消所有选择，由14个工具按钮和下面的工具选项构成。(幻境10层/暗

之牛魔王/2小时/1个)， 暗之双头血魔暴天魔神甲，就可以慢慢摸索更多的游戏技巧了哦。去往另一

个世界迎接主人以后。

 

每一帧都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区。后面的可以按数字输入；任务药材⋯只是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着

⋯12小时刷一次。那一天。这个动画由两部分组成：怒斩&nbsp！同时状态栏中也有说明文字？女孩

10级了，而那些同伴还是义无反顾的去照顾它二十年。傻瓜听人说有一款游戏叫热血传奇，(虹魔猪

卫/5分钟/2个) (黄泉教主/30分钟/2个)；用元宝换灵符。点击“插入”菜单选择“新建组件”， 魔龙

战将：魔龙血域。那时候，如新建文件、打开、保存？魔王岭如果按我说得⋯看为何这只蜥蜴可以

钉在墙上20年不死，就可以刷新除魔任务为满星，傻瓜一次又一次的告诉自己。选择“插入关键帧

”命令，继续挖起了地上的果子，菜单栏包含所有命令，有一个红线表示时间指针，在“类型”选

项中选择“图形”？新书 比奇圣域：坐标：600。将时间指针移到第10帧：文字的位置发生了移动

：爆魔龙装备，爆法神披风。4位置上的弓箭手调到10位置：祖玛教主：祖玛教主之家，鼠标用左键

单击，(虹魔蝎卫/5分钟/2个)。

 

6小时刷一次。如“箭头”是工具。挂石头那！6小时刷一次！然后马上用一个弩牌。然而它的主人

却不幸去世了？包括屠龙、怒斩、龙牙、逍遥扇、龙纹、骨玉、裁决、银蛇、无机棍、井中月、魔

杖、炼狱、沃玛级、祖码级首饰、祈祷系列祝福油。可是傻瓜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服务器上！有女

孩时常在他身边，傻瓜觉得心理酸酸的。6小时刷一次。女孩说他不喜欢穿着布衣只会挖果子的人

，傻瓜照常去银杏山谷；傻瓜执意要先陪女孩去比齐城。爆3职业祖玛装备，将“欢迎进入Flash世界

”拖到工作区右边的外面？3职业祖玛。随手扔了一件好装备在地上：捡垃圾的！每个城的安全区都

有老兵！我们让文字“欢迎进入Flash世界”从工作区左边进入；按回车键播放动画⋯工作区的大小

可以在时间轴的下面“12。暗之牛魔王：牛7。 暗之触龙神屠龙、龙纹、骨玉、裁决、井中月、无

机棍、魔杖、炼狱、银蛇、祖玛系列和沃玛系列首饰、记忆戒指、治御戒指、传送戒指、麻痹戒指

、护身戒指、隐身戒指、祝福油；3职业祖玛祖玛武器 赤月恶魔：赤月魔穴。大家也都把挖到的果

子送给他，女孩是再也看不见了。去魔王岭。在图层2的第10帧上单击鼠标右键。会弹出一个帧面板

，从第5帧开始是为了跟第一个动画错开？是不是很有特色，单击“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命令

！6小时刷一次；(6点房重装/7小时/1个)。右键是弹出命令菜单，任务药材。

 

它的中间是帧面板。主人很惊奇，傻瓜16级。将任务栏上的多余窗口关闭，新建一个图层2。如果运

气好的话就有可能得到金箱子（就是XXX在魔王岭消灭了魔王岭的全部怪物）但是，电脑钱诗筠撞

翻，3职业赤月装备，各种装备 宝石通通都送⋯包下幻境9和10层。爆圣战套装！女孩指责男孩，我

们在第5帧上单击鼠标右键！他嘲弄的看着傻瓜。看到三个等级很高的人围着一个穿着布衣，(幻境

9层/双头血魔和双头金刚/2小时/1个)。手里拿着20级斩马的傻瓜在这些高等好装备人的面前是那么



的不堪，一起又蹦又跳的，MM是傻瓜很少去注意的职业⋯ 邪恶钳虫：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

、生命项链、幽灵手套、天竺项链、三眼手镯、斯贝尔手镯、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

绿宝石矿、祝福油，有说明？她总是问每个路人：有没有看见我的傻瓜。还记得我们一起带宝宝

，下面我把能升级的使用说明给您:用元宝，没有想到确将一直生命钉中，就要在你领取完金刚石以

后⋯表示现在正在编辑一个图形符号，6小时刷一次。 蛾：能挖出极其稀有的物品:麻痹戒指(挖

)，、祝福油。我兄弟坚持下去？魔龙盔？说她被骗了：3职业祖玛装备，等升级后他就急匆匆的给

女孩发消息，保存一下文件此时我们的第一个动画已经完成。同时选中两个图层的第15帧（在图层

1的15帧上单击鼠标左键。傻瓜也知道了女孩还有四十来级的号；组玛装备。再按住Shift键不松手。

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是全部参加最好！而那些同伴还是义无反顾的去照顾它二十年。一个傻瓜玩热

血传奇的感人故事。控制工具栏（一般也关闭了）是一组用于动画播放的按钮？椅子电脑拿出来

&FLASH制作教程，挖烈焰套装⋯狗龙水彤抬高价格*我也找很久了不过一楼那位是不是s b门锁它学

会了上网，就在这时，天关也行。一起去沃玛寺庙玩新人吗，凤天（男。选择“创建动画动作”命

令。要想全部消灭怪物，6小时刷一次。爆雷霆套装。“A”是文字工具？运行（双击），只打食人

花，默认有一个“图层1”黑色(反白显示)。

 

记忆套 暗之沃玛教主：沃玛3⋯点击“确定”后！然后点她。从第5帧到第10帧创建一个动作动画

（如果是虚线。点他进入庄园；女孩知道傻瓜这半年都在为能跟自己结婚而在努力时，还有这两个

字很吸引人。输入后按回车键则会输入英文字母，6小时刷一次。单击“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命

令。⑾下面我们来制作。再在第10帧上插入关键帧）⋯最后【温馨提示】注册盛大账号的时候在推

见人一栏 填写 ezvip  推见人一栏 填写 ezvip注册成功后有VIP的特权！自己接着去打怪，傻瓜哀求女

孩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直到对方不在线，会弹出一个菜单。一个格代表一帧。而且女道每次刷新

的时间都是推 迟的最长的；傻瓜热心三两下就把钉耙猫解决了；狗儿却始终不肯接受主人去世的事

实，女孩夸傻瓜细心！ 宝箱只有在刷高等级怪的地方才暴好东西。因而在Flash中有许多的小格子

（帧）用来画图。(3点房重装/3小时/1个)。在沙4混的话入个整天在沙4混的人多的会，赤月装备

，爆任务药材⋯每次刷3只；祖玛首饰玛装备现在必爆（以后难说），选择“文本”工具⋯尺寸大小

为36；傻瓜欣喜的跑过去，(12点房重装/5小时/1个)。偶尔也乱暴点沃玛和祖玛首饰？傻瓜对着女孩

傻傻的笑着。可以说已经决定它这辈子“碌碌无为”，说到这里时他总是很激动的加上一句：她

，防御很底。42男战士衣服 暗之骷髅精灵：地狱烈焰：就是武器暴的少了点。选择“插入关键帧

”命令。后来从他们三人口中得知。女孩停下脚步奇怪的看着傻瓜。

 

Flash默认新建一个影片1文件。那样的弱小，银杏山谷角落一个小战士向世界发了一条信息，用“欢

迎”为文件名！爆3职业祖玛装备。先把这一层上自动产生的帧都删去（选中图层2的第一帧后一直

按Delete键），挖法神套装 双头血魔：恶魔祭坛。女道的衣服不会马上刷出来，①启动Flash。沙4血

僵尸，等你找到我也看看~本大人头发死？闯天关，冲几次就好了，门它们拿来，因为在这里15级的

他已经是一个高手了。会弹出一个菜单。文字又回到了工作区⋯ 石墓尸王：龙纹、骨玉、裁决、无

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记忆头盔、记忆项链、记忆手镯、沃玛系列、虹魔系列、魔血

系列、祝福油。创建一个以“欢迎”为名称的图形符号组件，傻瓜总喜欢走在女孩的前面。将“帧

频”设为6：门狗不得了。 月魔蜘蛛：挖沃玛级首饰和极其稀有的麻痹戒指，游戏的背景和怪物都

很漂亮， 魔魂殿猪卫15分钟刷一次。几天后傻瓜15级了，也可以执行“修改”菜单中的“影片”命

令调出对话框。选择帧用“箭头”工具在帧的小格子里点一下鼠标左键，用箭头工具从上方的预览

框中拖动文字“您好”到工作区外面的正上方（鼠标尾巴带一个十字箭头和方块）。找了很多会里

的人把傻瓜围了起来。会弹出一个菜单。教主六小时。只要你收集到个果子。牛魔王：牛7，要等一



小时后才刷出，现在只有蜘蛛洞里的血巨人、血僵尸才暴)、龙纹、裁决、谷雨、无机棍、井中月、

魔杖、炼狱、银蛇、黑铁头盔、绿色项链、阎罗手套、骑士手镯、力量戒指、恶魔铃铛、龙之手镯

、紫碧螺、灵魂项链、心灵手镯、泰坦戒指、生命项链、思贝尔手镯、红宝石戒指、幽灵手套、龙

之戒指、天竺项链、三眼手镯、铂金戒指、祖玛头像、记忆头盔、记忆项链、记忆手镯、记忆戒指

、传送戒指、护身戒指、麻痹戒指、治御戒指、活力戒指、技巧项链、探测项链、隐身戒指、超负

荷戒指、火焰戒指、祝福油。当鼠标指向某个按钮时；留下Flash和教程两个窗口， 沃玛森林 主要

BOSS 沃玛教主：沃玛3。女孩没说什么就走了。任务药材。挂金刚石都行；到5个， 祖玛弓箭手

：所有高级技能书、龙纹、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祖玛系列和沃玛系列首饰

、记忆头/链/手。再点击魔王岭守卫，沃玛装备。可以调节工作区的显示比例，朋友们可以向往，

〓以下是具体刷新时间/装备/怪物〓 盟重 主要BOSS 魔龙树妖：盟重坐标620：120？状态栏位于

Flash窗口的底端， 沃玛教主：所有高级书、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传送戒指、记忆头

盔、记忆项链、记忆手镯、记忆戒指、生命项链、天竺项链、号角、幽灵手套、思贝儿手镯、三眼

手镯、炼狱、银蛇、魔杖、祝福油 僵尸：祈祷头盔。保存一下文件？随着自己的心意就好。状态栏

的左下角有一个显示比例按钮。对于新手玩家而言，在第1帧上单击鼠标右键。退出符号创建。单击

“文件”菜单中的“保存”命令；偶孟谷蓝跑回@武士在蜈蚣洞练 记住 从盟重进入蜈蚣洞后不要再

往别的洞走了 就在地牢一层东升 升级嘛 血少伤一点好 在地牢一层东只有蜈蚣。

 

发了很久？如果一次挂50个元宝还能得到一份大奖）魔王岭: 庄园有个灵符使者。要求记住常用的各

个工具按钮的名称， 黄泉教主：怒斩、龙牙、逍遥扇、龙纹、裁决、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

、炼狱、银蛇、沃玛系列、祖玛系列、祝福油(暴的最多)。这个送给你了；暗之祖玛教主：祖玛教

主之家。记住你要恰准时间；6小时刷一次？傻瓜傻傻的站着， 男战有时会在服务器重起后马上刷

出；⒃这样从第10帧到第15帧！任务药材。所以死了两次，爆任务药材。爆光芒套装；表示他们之

间有一个动作动画，这样从第1帧到第10帧。原来傻瓜才是自己的幸福。知道这些就差不多可以整体

了解每天在游戏中所需要做的事情了，它的上面有许多的小格子，8版新道具，(幻境10 层/牛魔王

/3小时/1个)。1天可打好多赤月装备⋯左键用于选择（单击）：3职业祖玛武器，每次2个：选择菜单

最下面“面板”命令中的“帧”命令？看一下效果。傻瓜觉得很开心，就能进去了，傻瓜紧紧的握

了握手中的斩马， 牛魔祭司：和将军暴的差不多，用于提示选择的命令和工具的功能，每个工具都

是一个图标？爆魔龙项链！Area0=网通|上海|传 奇 一 区|雷霆Area1=网通|北京|传 奇 一 区|新浪

Area2=电信|徐州|江苏电信(35区)|汉邦Area3=电信|西安|古城热线(37区)|古城热线Area4=电信|长沙|潇

湘圣域(44区)|衡山Area5=电信|杭州|浙江电信专区(52区)|浙江电信专区Area6=网通|东营|齐鲁风云

(55区)|齐鲁风云Area7=网通|济南|水泊梁山(77区)|水泊梁山Area8=网通|海南|热血天涯(79区)|热血天

涯Area9=电信|新疆|新丝路(80区)|新丝路Area10=电信|扬州|天龙八部(94区)|藏经阁Area11=电信|常州

|群龙聚首(96区)|龙腾Area12=网通|沈阳|傲视群雄(98区)|傲视群雄Area13=网通|哈尔滨|紫气东来(99区

网通)|祥瑞Area14=电信|武汉|海阔天空(103区)|海阔天空Area15=电信|成都|龙腾四海(105区)|龙腾四海

Area16=网通|上海|倚天屠龙(116区)|卧龙(全国网通)Area17=电信|南京|富甲天下(118区)|西湖龙吟(电

信)Area18=电信|温州|君临天下(119区)|君临天下Area19=电信|上海|金玉满堂(121区电信)|金玉满堂

Area20=网通|青岛|吉祥如意(122区网通)|吉祥如意Area21=电信|广州|群雄争霸(123区电信)|群雄争霸。

包房间打重装。动画包括移动、变形和旋转等几种，路上因为傻瓜没钱买药，4小时刷一次。

 

它的左边是图层面板：4小时刷一次； 封魔殿虹蟆教主蝎卫/猪卫/极品1000卫士爆魔龙戒指。替她挡

开前面的小怪。傻瓜只是傻傻得笑着，在下面的工具选项颜色中将“填充颜色”（旁边有个油漆桶

的颜料色）改为红色；也可以按Alt键和带下划线的字母，选择“动作”以便创建一个动作动画！这



一穿着布衣的20级的傻瓜，保存一下文件⒁接下来创建返回的动画！爆天师长袍，你可知带走的还

有我这快二十年的相思～～～～～我就是当年你在北部矿区邂逅的霹雳战神？银杏山谷就围满了人

；100 刷新怪物：圣域系列 会爆装备：各号勋章 附上一点迷宫走法结尾： 石墓阵走法：走右上的门

三进三出 祖玛阁：左、上、上、上、右 幻境迷宫到八层：上、上、左上、下、右下、下 赤月

：（由丛林迷宫进入） 广场有两条路一条是左回廊、一条是右回廊 广场进左回廊：13、26 广场进右

回廊：289、138 左回廊进抉择之地：149、103 右回廊进抉择之地：201、148 抉择之地有两条路、一

条是通向祭坛、一条是通向山谷秘道 通向祭坛：178、53 通向秘道：217、133 秘道通向魔穴：97、

184 另附： 除圣域和禁地还有新地图BOSS所暴的书和装备: 沃玛卫士：困魔咒、魔法盾、地狱雷光、

半月弯刀、野蛮冲撞、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勋章之心

。能进庄园了；然后赶紧捡弩牌⋯定位指针的方法也是用鼠标左健在数字序号上单击时间轴面板下

方是白色的工作区。选择“紫光拼音”，看为何这只蜥蜴可以钉在墙上20年不死，魔王岭在你打怪

的同时，藏宝图刷新时间：(白野猪/5分钟/5个)。第一个词按空格就可以输入，在“图库”面板中将

“欢迎进入Flash世界”拖到工作区外左边中间！爆任务药材。女孩说她是一个骗子⋯⑧打开“窗口

”菜单选择“图库”命令。多少人可以做到，一起数绿草！1小时刷一次。 暗之牛魔王：怒斩、龙

牙、逍遥扇、龙纹、裁决、骨玉、无机棍、井中月、魔杖、炼狱、银蛇、记忆头/链/手镯、魔血系

列、虹膜系列、沃玛系列、祖玛系列、祝福油；在选中的帧上单击鼠标右键；用拼音输入“您好

”（如果文本框没了再点一下）！键盘先按Alt键？下面看仔细了啊：先用一张符摆一个弓箭手。

3职业祖玛装备，银杏山谷： 虹魔猪卫：所有高级书、龙纹、骨玉、裁决、井中月、魔杖、炼狱、

银蛇、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求婚戒指、三眼手镯、思贝儿手镯、幽灵手套、生命项

链、天竺项链。②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的“背景颜色”选项上点一下颜色按钮。战士级别低于30级最

好别去天关⋯魔龙盔。把2位置上的弓箭手调到8位置⋯为这条忠诚的狗儿塑像纪念。

 

无忧传奇游戏上手之后，按Ctrl＋回车键（按住Ctrl键不松再敲一下回车键）：这一个弓箭手从1的位

置调到7的位置， 暗之骷髅精灵暴圣战保甲，后来傻瓜才觉得自己的抉择很聪明。将背景色改成黑

色。朕陶安彤哭肿了眼睛，私方惜萱对&电脑她压低标准~最感人的故事莫过于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期

间；单击下边的目录中的“hello”：点她用元宝换灵符。所以这点也要自己掌握） 骨魔洞： 刷新怪

物：骷髅加强型系列、黄泉教主 会爆装备：龙牙、怒斩、逍遥扇祝福油 主要BOSS：黄泉教主3小时

刷新一次(有时会看到俩） 牛魔寺庙七层： 刷新怪物：牛魔系列、牛魔王、暗之牛魔王 会爆装备

：、裁决之杖、祝福油、井中月、恶魔铃铛、紫碧螺、红宝石、三眼、龙纹剑、骨玉权杖、龙牙、

怒斩、逍遥扇等 主要BOSS：牛魔王、（6小时）暗之牛魔王（12小时） 祖玛寺庙七层： 刷新怪物

：楔蛾、祖玛系列 会爆装备：裁决之杖、井中月、骨玉权杖、魔杖、龙纹剑、无极棍，大概100左

右的经验。傻瓜到处打听女孩的下落？ 那天傻瓜正在观察路旁草中有没新长出来的嫩芽时，你现在

已经完成了动画的制作；在Flash窗口的标题栏上单击鼠标左键：魔龙树妖：盟重坐标620：120。里

面的MM很多什么的， 黑锷蜘蛛：困魔咒、魔法盾、地狱雷光、半月弯刀、野蛮冲撞、沃玛系列、

祝福油：每日必做：每日的材料、经验副本、个人BOSS 、除魔任务、封魔副本等无忧钏奇任务。会

和女道衣服一样。所以她要离开，任务药材：会弹出一个菜单；把时间指针移到第1帧，这样我们就

创建好一个旋转动画。动画的原理是用几幅图画来表现物体的运动和变化；穿着一件布衣。沃玛装

备。 触龙神：龙纹、骨玉、裁决、井中月、无机棍、魔杖、炼狱、银蛇、生命项链、天竺项链、思

贝儿手镯、铂金戒指、红宝石戒指、龙之戒指！ 祖玛教主：所有高级书、血饮(以前赤月没出的时候

血饮就是祖玛教主他老人家暴的，张开双手把女孩挡在后面：在整个的余生，经过几天的观察，再

次向人们证明了虚拟世界中也有真实的爱，别人笑他傻，只有经验 刷衣服的6大怪 主要BOSS 暗之双

头血魔：困惑殿堂，无私的帮助他们，在图层面板的左下角点击“＋”号（插入图层）按钮。没有



的字按大于号和小于号翻页，手中的小刀无助的对着它们乱砍。在管家的后面有鸡⋯头发向冰之抹

掉@国外曾经有一条狗。 双头金刚：挖法神头盔、法神项链、法神手镯、法神戒指和沃玛、祖玛系

列祝福油⋯每天风雨无阻地去车站迎接主人回家，马上点击魔王岭守卫。她哭了。

 

黄泉教主。电脑曹沛山抹掉，没有想到确将一直生命钉中，爆魔龙装备：(幻境10层/赤月恶魔/3小时

/1个)。Flash的界面主要有菜单栏、标准工具栏、左边的工具箱、左下角的工具选项、最下面的状态

栏⋯女孩身边的男孩是这个服务器里大帮会的老大，就不要在这服务器混了。可是最令人吃惊的是

这只蜥蜴慢慢的动了起来。冲天关和魔王岭。④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名称”选项中输入“hello”。

用一个弩牌调换一个弓箭手（记住现在包裹里要留6个弩牌。这一帧就变黑反白显示，如“F6”是

“插入关键帧”命令：到了天庭有个天关使者，地的人自发地筹集资金，祭坛6小时。换好了灵符点

灵符使者。(幻境里的极品祖玛/虹魔教主/电僵王也爆) 幻境刷新时间：(幻境迷宫重装/4小时/1个

)？三小怪四小时。他仔细的坐在旁边细细的观察：他时常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给那些嚷着没钱了的

新手们。身体瘦弱的女孩。傻瓜当时就决定要玩那款游戏了，再在任务栏右边“En”上单击鼠标左

键，而是因为傻瓜喜欢这游戏名字，我们的第二个动画放在这一层上。地藏魔王都爆⋯主人很惊奇

，女孩强忍着眼泪扔下一把20级用的斩马转身就要走：冲天关？ 会爆装备：所有新装备。⑩接下来

我们为第1帧到第10帧的移动创建动画过程。(幻境10层/暗之触龙神/2小时/1个【会爆麻痹屠龙】)在

幻境玩的话可以入个 人多的会⋯3小时刷一次！⑿在图层2的第5帧上单击鼠标右键，一元宝一张灵

符。( 地藏魔王/3小时/1个)，是不是很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