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倦了3D大作？用你的Mac尝试一下最
古老的MUD游戏吧。
“ 1995年3月14日，《东方故事2》架构的天神（Admin）Annihilator在中文MUD史上第一份系统性的管理者指南
中写下了以上的内容，当然这份指南的出现已经是在第一个MUD诞生16年之后。1979年，在英国塞克斯大学

（Essex）的DEC system-10主机上，运行着Richard Barthl和Roy Trubshaw开发的第一个可供多人参与的纯文
字界面的游戏，他们将这个游戏称为MUD1

对于很多人来说最早的网络游戏可能意味着传奇，奇迹，魔力宝贝等等。
但是事实上最早的网络游戏可以追溯到一款完全用文字表达的多人在线游戏"MUD"。
现在，拿起你的Mac，你也可以体验一把网游先驱们当年的激情。

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我们，所有人可能都对那些复古的8-bit视频游戏有着独特的感情。
不过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还有一个更加复古的，只有文字的历险游戏——除非你是个出生在五六十年代，对计算机情有独钟的老极客。
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试过，或者你只是对于画面越来越逼真，情节却是千篇一律的3D游戏感到厌倦了？
那么就拿起你手上的MAC，打开Terminal，然后开始MUD（昵称泥巴，英文多用户地下城的缩写）的旅程吧！

要玩这个游戏，不用下载任何东西。
你只要在Terminal中输入如下字符，然后游戏就会自动运行。
emacs -batch -l dunnet
bogon:~ luffy$ emacs -batch -l dunnet
Loading subst-jis...
Loading subst-ksc...
Loading subst-big5...
Loading subst-gb2312...
Dead end
You are at a dead end of a dirt road.

The road goes to the east.

In the distance you can see that it will eventually fork off.

The

trees here are very tall royal palms, and they are spaced equidistant
from each other.
There is a shovel here.
>
>

搜索了一下，这是个1983年就有的mud游戏。

如果你之前从未玩过MUD，你会发现它事实上挺简单直白的。
例如，你的游戏开始时你站在一条路上，身边有一把铲子。
你打上“拿起铲子”，然后这个铲子就在你的背包之中了，再打上“往东走”来沿着道路前进。
输入“背包”来查看背包中的东西，“存储”“读取”来操纵游戏进度，如果你玩不下去了，还可以输入“帮助”来看看下一步怎么做。
这个游戏的互动性极高，你甚至可以在纸上刻刻画画来标识你探索过的路程。
如果你无聊的话，打开这个游戏，把你的周末时光轻松的打发掉吧。

如果您想体验一下中文版的剑侠版MUD, 哪就来这里看看吧。
这个MUD经历过辉煌，历经18年，依然健在，并且一直在更新 －－ 海洋
≡ ─────海洋 VI - 星月传奇─────≡
≡ ────全新中文网络泥巴游戏─────≡
【
◎■■■■】〓〓〓〓〓〓〓〓〓〓〓>
【
|※※※※

笑看飞花落海洋

神州大地鹰飞扬

※※※※|

|※※※※

一浪打浪又一浪

江山代代人才出

※※※※|

|※※※※

英雄独剑走江湖

且把真心照月明

※※※※|

|※※※※

誓为红颜去闯荡

世世代代永相依

※※※※|

|※※※※

桃花梨花落海洋

可知处处是我家

※※※※|

|※※※※

情深缘浅论短长

乱世英雄乱世舞

※※※※|

|※※※※

他日征途伴英雄

愿我海洋浪不停

※※※※|

|※※※※

一样痴心一样狂

海洋英雄梦不息

※※※※|

-------------------------------------------《海洋VI》 QQ群：

3541849 8372963

《海洋VI》 主页地址：

http://www.jhfy.org

如果输入英文名字后没有反应，说明您使用的软件不合适，请使用 zMUD 进行游戏。
中文名称

Mud

国际网路位址

埠号

人数

───────────────────────────────────────────────────────────────────────
海洋V

HYVI

0

1863

35

───────────────────────────────────────────────────────────────────────
共有 0 个站点与本站连线中。共有 35 个玩家在线。
上次当机原因：无
北京现在时间：二零一七年二月一日一时五十分四十五秒。
海洋执行时间：七小时十九分三十七秒。
目前人数限制：三百 使用MUDOS版本： MUDOS pre11
游戏主页网址：http://www.jhfy.org
最高在线数目：四百零五人

星月传奇主页：http://www.jhfy.org
平均在线数目：三百六十五人工

游戏目前共有： 零 位世外高人、三十五 位江湖儿女在线上，以及 二 位尝试连线中。
您的英文名字(新玩家可以选择一喜欢的名字)：请输入巫师专用密码：
身份确认完成，巫师专用密码验证通过！
请输入密码：

目前权限：(admin)
⊙⊙⊙⊙⊙⊙⊙⊙⊙⊙⊙⊙⊙⊙⊙⊙⊙⊙⊙⊙⊙⊙⊙⊙⊙⊙⊙⊙⊙⊙⊙⊙⊙⊙⊙⊙⊙⊙⊙⊙⊙⊙⊙⊙⊙⊙⊙⊙
海洋VI是以金庸的小说为背景，请勿使用小说中人名。
海洋VI网站：http://www.jhfy.org
海洋VI QQ群：3541849 8372963
问题可以寄信到 hxsd@citiz.net
⊙⊙⊙⊙⊙⊙⊙⊙⊙⊙⊙⊙⊙⊙⊙⊙⊙⊙⊙⊙⊙⊙⊙⊙⊙⊙⊙⊙⊙⊙⊙⊙⊙⊙⊙⊙⊙⊙⊙⊙⊙⊙⊙⊙⊙⊙⊙⊙

【〖 Luffy 工作室〗】 - /u/freebird/workroom
这里是 Luffy 的家,空荡荡的左边有一扇小门,看来象是
个书房里面摆着几台框子一样的家伙,仔细一看原来是服务器,
在电脑台边上摆着几张穿军装的相片.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gc 和

down。

一张一千两金票(Thousand-gold)
二只玉兔(Yu tu)
新闻管理器(Msgd)
你上次光临海洋VI-星月传奇 是 Mon Jan 02 02:15:23 2017 从 xx.xx.xx.xx 连接的。
上次连入时间( Mon Jan 02 02:15:23 2017 )请校对。
上次连入IP地址( xx.xx.xx.xx )请校对。
有新文件update错误，立即查看 /log/log 。
有人使用过PURGE错误，立即查看 /log/static/PURGE 。
有人使用过权限命令，立即查看 /log/static/promotion 。
⊙【存盘】您的档案已经自动存盘。

【论道江湖】信息通告：task系统，是另一个涨exp的主要方法，详细请用help tasks查看
⊙【窗外】傍晚了，天地间渐渐暗了下来。
【江湖谣言】某人：听说:有人悬赏挑战在襄阳城的-郭府后花园附近的:微尘。
【论道江湖】信息通告：task系统，是另一个涨exp的主要方法，详细请用help tasks查看
【系统】离线指令：正国侯 亚尔修斯(maper) 准备离开游戏了。
【系统】离线指令：圣人 明教风字门教众 武当派第二代弟子 亚尔修斯(Maper) 离开游戏?
【系统】离线指令：亚尔修斯(maper)离开游戏了。本次连线经验增长70。
⊙【窗外】夜晚降临了，宝蓝色的天空中露出了滴滴晶莹的星点。
【官府通告】北京城中今夜有飞贼横行，良民百姓请闭门不出，切莫自误！
【官府通告】武功镇中今夜有飞贼横行，良民百姓请闭门不出，切莫自误！
【官府通告】福州城中今夜有飞贼横行，良民百姓请闭门不出，切莫自误！
【官府通告】苏州城中今夜有飞贼横行，良民百姓请闭门不出，切莫自误！
【论道江湖】信息通告：有bug,大家请用sos命令来报告天神
【江湖谣言】某人：襄阳城-西内大街:史仲猛听说在回族部落草原有批外族武士在图谋不轨
。
----- 【海洋VI-星月传奇】将在四分钟后重新分布task！----【系统】系统精灵：开始重新生成绿柳山庄地图。
【江湖谣言】听说年轻弟子死了 死因不明。
【系统】离线指令：峨嵋派第四代弟子 精灵(Numen) 准备离开游戏了。
【论道江湖】信息通告：task系统，是另一个涨exp的主要方法，详细请用help tasks查看
【江湖传言】沧浪亭(苏州)一带出现的玩偶山庄消失了。
【江湖通告】：精灵(numen)再次来到了海洋VI-星月传奇，欢迎你回来！
【窗外】冬夜的星空，璀璨夺目，寒风里的枯枝摇曳着星海无限灿烂的辉煌。
【江湖谣言】某人：塘沽城-武器铺:听说铁匠的一件宝物被抢走了。
【江湖谣言】某人：听说:圣堂有一个仇敌在兰州的金天观附近出现。
【存盘】您的档案已经自动存盘。
【论道江湖】信息通告：有bug,大家请用sos命令来报告天神
【论道江湖】信息通告：新人请look newbie beg 输入mygift 会推荐你当前任务。
【江湖谣言】某人：扬州-宁海桥码头:监工有批货物要送到 少林寺附近 的虚通手上。
【窗外】已经是午夜了。
【中央广场】 - /d/city/guangchang
这里是城市的正中心，一个很宽阔的广场，铺着青石地面。一些游手好
闲的人在这里溜溜达达，经常有艺人在这里表演。中央有一棵大榕树，盘根
错节，据传已有千年的树龄，是这座城市的历史见证。树干底部有一个很大
的树洞 (dong)。 你可以看到北边有来自各地的行人来来往往，南面人声鼎
沸，一派繁华景象。东边连着甘泉街。街西是通泗桥。
「隆冬」:夜幕低垂，满天繁星。
这里明显的【出口】是west、south、east、down 和

north。

大车(Da che)
四位流氓(Liu mang)
流氓头(Liumang tou)
上官巡捕(Xun bu)
欧阳巡捕(Xun bu)
司徒巡捕(Xun bu)
一代宗师 无名居士(Noname)
⊙
到了！马车稳稳地停到地下，亚尔修斯跳下了马车。对车夫挥了挥手。
亚尔修斯往北方的十里长街离开。
到了！马车稳稳地停到地下，轩辕小小跳下了马车。对车夫挥了挥手。
轩辕小小往北方的十里长街离开。
到了！马车稳稳地停到地下，亚尔修斯跳下了马车。对车夫挥了挥手。
亚尔修斯往西方的通泗桥离开。
到了！马车稳稳地停到地下，亚尔修斯跳下了马车。对车夫挥了挥手。
亚尔修斯往北方的十里长街离开。

看看，这个时间还有多少人在线
到了！马车稳稳地停到地下，大花月季跳下了马车。对车夫挥了挥手。
大花月季往南方的十里长街离开。
◎ HYVI
─────────────────────────────────────
普通百姓： 传真机五号(faxfive)
白云庵：

大米六(hhhf) 迈越风(ime)

大理段家：+玄武(tortoise) 传真机三号(faxthree)
峨嵋派：

精灵(numen) 不死鸟(phoenix)

飞天御剑流： 飞雪(flysnow) 传真机八号(faxeight)
古墓派：

幽幽(seer) 传真机七号(faxseven)

关外胡家： 小刀(ebeba)
华山派：

小辫子(change) 传真机四号(faxfour)

靖海派：

夜夜夜(yyy)

凌霄城：

风轻云淡(cloud) 红通通(hong) 大米五(hhhe) 好人(ebebeb)

青城派：

和白花(helonghhh)

+圣堂(archon)
唐门：

打火机(dahuoji) 仪旁(bprose)

桃花岛：

段子痕(dzh)

武当派：

亚尔修斯(maper)

雁荡派：

大花月季(smallrose)

巫师：

云中帆(freebird)

─────────────────────────────────────
有 44 位玩家连线中，0 位玩家断线中，系统负担：42.94 cmds/s, 27.46 comp lines/s
* 表示断线中

+ 表示发呆中

⊙
到了！马车稳稳地停到地下，亚尔修斯跳下了马车。对车夫挥了挥手。

如果你是新手不懂玩就输入（ help ）查看系统的帮助吧
⊙────────────────────────────────────────────────────────────────
〖

海洋IV-武林至尊 说明文件 〗

─────────────────────────────────────────────────────────────────
┏━━━━━━━━━━━━━━━━━━━━━━━━━━━━━━━━━━━━━━━━━━━━━━━━━━━━━━━━━━━━━━━┓
┃

√

初入江湖

┃

┗━━━━━━━━━━━━━━━━━━━━━━━━━━━━━━━━━━━━━━━━━━━━━━━━━━━━━━━━━━━━━━━┛
help intro

海洋 IV简介

help allcmds 常用指令

help newbie

新手指南

help rules

help whatsnew

新增内容

help member

会员制度

help city

城市介绍

help event

自然景观

help medical

中医介绍

help work

职业系统

help dazao

打造兵器

help feature

游戏特色

help boss

挑战BOSS

help chongx

游戏规则

奇脉冲穴

┏━━━━━━━━━━━━━━━━━━━━━━━━━━━━━━━━━━━━━━━━━━━━━━━━━━━━━━━━━━━━━━━┓

※

┃

浪迹江湖

┃

┗━━━━━━━━━━━━━━━━━━━━━━━━━━━━━━━━━━━━━━━━━━━━━━━━━━━━━━━━━━━━━━━┛
help menpai

门派介绍

help settings

环境变量设置

help maps

地图说明

help biwu

比武大会

help aboutquest

任务指南

help skill

武功说明

help questlist

武林解秘

help system

系统简介

┏━━━━━━━━━━━━━━━━━━━━━━━━━━━━━━━━━━━━━━━━━━━━━━━━━━━━━━━━━━━━━━━┓
┃

☆

江湖传闻

┃

┗━━━━━━━━━━━━━━━━━━━━━━━━━━━━━━━━━━━━━━━━━━━━━━━━━━━━━━━━━━━━━━━┛
help aboutgift

节日发奖

help creatskill

自造武功

help spskill

奇功介绍

help wlmm

玩家专区

help house

造房生子

help transport

交通工具

help game

附属游戏

help hyjiangli

海洋奖励系统

help tasks

神书系统

help pet

海洋宠物篇

help wlzb

武林争霸

help kaibang

海洋的开帮立派

help wlmm

武林秘密

help migong

迷宫探险

help paimai

拍卖系统

help emotelist

emote详解

┏━━━━━━━━━━━━━━━━━━━━━━━━━━━━━━━━━━━━━━━━━━━━━━━━━━━━━━━━━━━━━━━┓
┃

√

海洋专题

┃

┗━━━━━━━━━━━━━━━━━━━━━━━━━━━━━━━━━━━━━━━━━━━━━━━━━━━━━━━━━━━━━━━┛
help turen

屠人大会

help qujing

西域取经

help hslj

华山论剑

help jiuyin

九阴真经

help zhuansheng

转生机制

help work

职业系统

─────────────────────────────────────────────────────────────────
⊙⊙⊙⊙⊙⊙【窗外】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东方的天空中。
【朝廷急报】在成都城中发现日本奸细！
【朝廷急报】在泉州城中发现西夏奸细！
【江湖浩劫】姑苏慕容:哼，这次就先放你们一马，下次一定杀得你们鸡犬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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