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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经典小游戏 

本光碟收录了一百多个不同类型的经典小游戏，他们种类丰富、容易上手、短小精干却又非

常耐玩。他们一部分是我和身边朋友多年珍藏，压箱底的东西，还有一部分是后面网上买的

光碟和各种小游戏合集。 

 

这些最开始加起来有 600 多个游戏，占用 4GB 的空间，然后用下面标准开始挑选： 

 

⚫ 耐玩：能让你玩很久不会腻的游戏，玩过一遍放一阵拿出来还可以继续玩。 

⚫ 易玩：上手容易，门槛低，没有复杂的系统，能快速体验到核心玩法的乐趣。 

⚫ 好玩：明明说好再打一局就睡，怎么天就亮了？ 

 

对 4GB 的游戏进行筛选和删除，每个类型留下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佳作，每个游戏尽量找到

最好的版本，最后留下 650MB，刚好是一张 CD-R 的大小，总计一百多个精品小游戏，这

些游戏大部分今天都很难在网上找到了，即便找到也是各种捆绑了病毒和流氓软件的版本，

本光碟对他们做了一次统一的快照，绝对值得你收藏。 

 

光碟特点 

⚫ 全绿色：无捆绑、无病毒，无需管理员权限，不需安装，直接运行或者解压就玩。 

⚫ 单文件：不少 1-2 MB 的小游戏被我做成了绿色单文件版，无需解压，直接运行即可。 

⚫ 尺寸小：今天的游戏动不动 10G-50G，这些游戏大部分几 MB。 

 

具体游戏阵容见后文介绍。 

 

微软经典棋牌 

现在 Win10 商店里下载的几个微软经典游戏体验很差，要联网才能玩，网络不好时还玩不

了，玩一局还要强制观看三十秒广告，十分恶心。所以我从 Win7 提取了一份绿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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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都不大，做成绿色单文件版本的了，每个游戏就是一个文件： 

 

微软 Win 7 自带游戏十分良心，无需联网，无需微软账号登录，不会让你去充值去广告。 

 

Bonus：附赠 XP 版本，才几百 KB 

 

 

XP 扫雷，才 117KB，比现在动辄 10-50G 的游戏小 5000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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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很多人喜欢的三维弹球： 

 
 

也是做成了一个独立的可执行文件，无需安装，双击就能体验。 

 

迷你游戏 

这部分游戏大部分都是 1MB-2MB 之间，只有一个可执行文件，直接运行就玩，比如汪海

涛的 “潜艇大战”，是个 MFC 程序，玩家控制军舰左右移动，并用深水炸弹炸潜艇： 

 

别看这个 “潜艇大战.EXE” 文件只有 404KB，当年学生时候玩得不亦乐乎，几次重装电脑都

舍不得删除，今天玩起来依然很有意思，这个游戏我保存了两个版本，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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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俄罗斯方块，可以单人也可以双人对打，最下方看得到砖块落地时候的位置预测，砖块

转动有华丽的粒子效果（效果仿照 QQ 游戏的俄罗斯），操作手感非常流畅： 

 

背景水族馆里的金鱼还会游来游去，整个游戏只有 4MB 大小，这是我在十多款单机俄罗斯

方块里面挑选出来最好的一款，时不时想玩会俄罗斯，找它就是。 

 

还有益智类的，想解密放松下，有经典的华容道： 

 
 

别看只有 500KB，这也是全网最好的一款华容道，预设十九关，支持自定义关卡和 u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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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款非常治愈的游戏，用鼠标操控，躲开大鱼吃小鱼从而不断长大： 

 

 

Bonus：独家游戏，单文件版本超级街霸 2，只有 7MB 的可执行文件版本： 

 

这是我用 Flash 版超任模拟器导出的独立可执行文件，超任的《超级街霸 2》或者叫《16 人

街霸》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使用独立可执行比下载一大堆模拟器和 ROM 更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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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手痒了来一盘，今天想玩街霸你下载《街霸 5》需要 32GB 硬盘空间，这个只有 7MB，

比前者小了 45714 倍，全网独此一份，其他地方找不到。 

 

还有不少优秀的迷你游戏： 

 

 

可以自行探索，其中黄金矿工是三合一的版本，运行后点击左上角 “文件” 进行选择。 

 

棋牌类游戏 

棋牌类是最经久不衰的游戏题材，QQ 游戏上，各类华丽精彩的游戏层出不穷，但是在线人

数最高的还是斗地主和麻将，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其他游戏换了无数遍了，还是这样。 

 

联网有好玩之处，单机也有好玩的地方，不会被人催促，想玩就玩，这里有最古老的升级： 

 

这是买联想电脑带的游戏，97 年的版本，当年一玩就是一下午，那时联想还叫做 LE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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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清华某老师做的斗地主，支持局域网联机对战，还有多个扑克背景供选择： 

 
 

当然除了上面这个古老怀旧版本外，还有全程语音的单机斗地主： 

 

从界面到操作基本模仿传统的 QQGame 的斗地主，要出啥牌慢慢想就是，没人催你。 

 

当然，还有全程语音的四川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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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非常流畅，全程都是成都口音，相当带感。 

 

想下象棋的话，有《中国象棋大师》，只有 960KB 的单文件： 

 

 

这款象棋有七种难度可以选，支持让棋，支持悔棋，随便玩一下的话，这个版本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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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嫌象棋大师太简单了，那就试试《楚汉棋缘》： 

 
这款象棋的 AI 非常有挑战，当然难度可选，除此之外最大特点是提供了很多经典棋书，供

你参考学习，还能自己摆棋，支持存档读档，支持让电脑帮你走一步，适合专业玩家。 

 

还有小时候经常玩的陆军战棋和跳棋： 

 

方正电脑专用的军棋。 

 

现在你想到 QQGame 上玩局棋牌，安装打开后各类游戏广告多的会让你找都找不到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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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戏在哪里；等你终于找到打开了，先来个本月积分冲刺活动说明，关闭了又来一个每日

签到，签完到再来一个每日抽奖，点半天，它就是不给你开始游戏。其实可能你就是想花十

分钟玩一局放松下，结果折腾这些就花掉了你二十分钟，兴趣顿时没了一大半。 

 

本光碟收录的十多款棋牌游戏第一没有广告，二不用签到抽奖，三不用全屏，四无需安装，

直接点击就运行，基本都是网上你能找得到的最好版本： 

 

棋牌本来就是放松用的，现在 QQGame 却越玩越有一种压迫感，这绝对是违背初衷的。 

 

别看这些棋牌游戏每个只有几 MB 大小，看似简单，但是每个都够你反复玩很久，读书时

我们宿舍一个哥们玩联想那个拖拉机大赛（升级），一玩就是一下午。同时，这里面有好几

个都是某宝上花钱买的，因为网上已经没有纯净的版本了。 

 

其中大部分来就是单文件版本，还有一部分是原来需要安装的，被我做成了绿色单文件版本，

基本上是以最简单容易的方式，让你双击就运行。 

 

宝开游戏 

宝开游戏公司（Popcap Games）是美国著名的休闲游戏的开发商和发行商，在 2000 年由

John Vechey，Brian Fiete 和 Jason Kapalka 共同建立，总部位于美国的西雅图，目前已发展

到两百多个员工，其后被 EA 收购，本光碟收录的宝开游戏有以下几款： 

 

第一，Bejeweled（宝石迷阵），转换宝石的三消类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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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游戏效果绚丽，音乐动听，在 2002 年获得了 CGW Hall of Fame 奖项，玩起来有一种十分

治愈的感觉。 

 

第二，植物大战僵尸（年度版）： 

 
该游戏融合了塔防、即时战略和卡牌等多种玩法，为宝开获得了多项 D.I.C.E. 奖项，除去原

始版本外，还有年度版，长城版和西游版等，而年度版是原团队做的一代最后一个版本，长

城版和西游版，都是宝开中国团队改出来的道具付费的氪金游戏，美其名曰 “中国化”。 

 

如果 “中国化” 代表氪金的话，那我们还是选择最纯净的原团队打造的年度版了。它除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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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有主线关卡外，还支持众多迷你游戏玩法，还可以养花，种树。 

 

第三，祖玛豪华版，祖玛是宝开于 2004 年发布的一款经典休闲游戏： 

 

和连连看，对对碰，是男人就下一百层一样，祖玛当年也是每个学生机器上都有的必玩游戏。 

 

第四，重装兵器（Heavy Weapon）豪华版 

 

 

这是宝开于 2005 年出品的一款非常出色的横版射击游戏，画面精美，动画效果一流。 

 

除了上面四款经典宝开游戏以外，还收录了几款同样经典的中型休闲游戏，可以自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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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本光碟另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 Flash 经典游戏（单机），收录了 2005-2017 这十多年 Flash 

全盛期涌现出来的一些比较著名的精品游戏。不少人印象里 Flash 游戏也许是这样的： 

 

 

没错，Flash 是有很多粗制滥造的，或者有点意思，却没深度的游戏，戏称 4399 小游戏。 

 

但同样也有很多专业商业团队打造的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比如 Kingdom Rush 皇家守卫

军，发布以来，横扫 2012 年的 Flash 游戏市场，其火热程度直逼当年的植物大战僵尸： 

 

 

皇家守卫军玩法简单、上手容易，不同道具间的平衡性也做得非常出色，该系列自推出后广

受关注，IGN 给《皇家守卫军》打了 9 分，称赞它 “应该是世上最棒的正统塔防游戏，不仅

有趣、精致，更困难无比”。该游戏和后续版本被陆续移植到 steam, iOS, 安卓和 NS 等平

台，是一款全年龄向推荐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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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平台上还有很多个人制作的，画面普通却十分耐玩的神作，比如魔塔： 

 

 

这款游戏虽然画面很土，但是解密的趣味性十足，要通关还是件十分烧脑的事情。这款游戏

有多有名？百度有它的贴吧，iOS 和安卓商店里有一系列它的后续版本和仿制作品。 

 

也有这类比较搞笑的小品游戏，比如《钉子户大战拆迁队》： 

 
一款脑洞大开的游戏，疯狂点击叶子还可以回血。 

 

你会发现今天很多手机游戏，不少能在十多年前的 Flash 游戏里找到影子，因为小成本游戏

本身就是创意的源泉，人员少了制约也就少，大团队开发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在整合和优化，

创意方面大游戏往往不擅长，因为人多了妥协就多，今天你向我妥协下，明天我就得向你妥

协下，一顿妥协下来，做出来的东西谁都不认识了。因此低成本游戏虽然美术效果不佳，低

质量的作品很多，但是还是有更大比例的游戏拥有天马行空的创意。 

 

当然也收录了比较严肃的作品，比如国内团队开发的 ARPG 游戏《奥库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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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库兹是由国内厂商梵乐科技制作的一款冒险类精品大作，可以说毫不逊色于有名的日系

RPG 游戏。这款耗时一年的 ARPG 作品除了剧情老套解析度较低外，整体设计完善，战斗

打击感恰到好处，基础系统类似暗黑破坏神，手感类似伊苏，却有比伊苏更广阔的游戏内容。  

 

如果喜欢玩 RPG 的话，还有另外一款《魔法洞穴 2》值得一玩： 

 
 

魔法洞穴 2 是一款 Roguelike 类角色扮演游戏，在 Armor Games 上的评分高达 9.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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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共有 100 层随机生成的地牢来供玩家探索。这些地牢中遍布着怪物，隐藏房和宝箱。玩

家必须通过准确的判断来决定自己应该进行哪些战斗，避免哪些战斗，以及那些敌人守卫的

宝箱是否值得自己付出生命的危险。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深入下一层，非常值得玩家思考，是

非常有趣和具有挑战性的。 

 

同其他 Roguelike 游戏不一样的是，《魔法洞穴 2》支持玩家随时离开地下城。玩家可以用

从宝箱中随机获取到的 “逃脱之翼” 道具回城。该设定削减了 Roguelike 游戏探险不可逆的

高难度设定，让游戏轻松不少，死亡了也能回到上次进入洞穴前的状态。 

 

国外很多 Flash 游戏其实都是多平台的产物，比如这款新星足球 NSS 就有手机版本和 PC 版

本，当然其他版本已经更新到 5 了，而 Flash 版本依然停留在 V1.2 的水平。但这丝毫不影响

它的可玩性（其实个人最喜欢的版本就是 V1.x 系列，后来太强调操作了）： 

 
 

它虽然叫足球，却不是一款 SPT 游戏，而是经营养成类游戏，培养你的角色从中国联赛慢慢

成为世界级球星吧，追妹子、练球技、和队友搞好关系，好玩的元素一个不少。 

 

对于喜欢策略类的玩家，推荐《战争进化史 2》： 

 
 

这是一款原始人的战争游戏。从蛮荒时代，到现代武器，到未来战士，你指挥你的军队买兵

买武器守卫领土，进化，升级，直到摧毁敌人的堡垒！这款游戏长达半年占据 Max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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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首。 

 

作为一张绿色光碟，收录的都是健康向上的游戏，只有唯一的例外： 

 

 

Simgirls，又称 DNA2 Girls，是 Blackspears 出品的一款恋爱模拟游戏，中文翻译为“梦幻约

会”，“美女的诱惑” 或者 “性感女孩 DNA” 等。该游戏剧情丰富，可玩性高，模式有点类似

《心跳回忆》，恋爱养成类的一代神作。 

 

这是本光碟收录的唯一的十八禁游戏，该作品从 1.0 到 7.3 经过历时数年的持续更新，内

容丰富程度已经远超原版的《心跳回忆》，拥有众多国内外粉丝，可以说是制作精良的一款

黄油，受欢迎程度从百度有它专门的贴吧，国外有专门的论坛板块讨论该游戏可以见一斑。 

 

 

本光碟收录的各个类型共计七十余款 Flash 游戏，一部分是商业团队的经典作品，另外一部

分是各大网站都给到高分的各类个人或者小团队独立制作的游戏。 

 

篇幅问题，没法每个游戏都介绍到，但每个 Flash 游戏都配了文字介绍，部分游戏还配了攻

略，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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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游戏都是选择的网上最好的版本，有些还做了一定优化，比如奥库兹大部分版本是 1.1，

或者 1.23，但是最新的 1.24 多了一个 20 秒某公司的 loading 广告，虽然版本新，但每

次开始都要比其他版本多等待 20 多秒实在很崩溃，所以有雷锋花了点时间把广告去了。 

 

再比如某网站的国标麻将游戏《麻将单机版》，做的非常不错，全程语音： 

 
 

因为有加密，只能在它网站上玩，即便你把游戏 swf 文件下载下来也无法开始，但是为了

让大家可以离线玩，某雷锋也把它三层加密全部逆向搞定了，这是全网唯一的离线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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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游戏分为：策略、动作、挂机、RPG、恋爱养成、模拟经营、益智、塔防和体育等几大

类别，好玩的 Flash 游戏有很多，但是由于光盘容量问题，最终每个类型只能保留几个最具

特色的代表游戏，当然有一些游戏也非常优秀，但是单个游戏容量太大了，放不下，放一个

就要删除好几个其他的，或者已经收录了类似的游戏，不再重复。 

 

 

 

 

最后，本光碟的赠品部分，是某雷锋导出的 26 个经典家用机游戏，直接用 Flash Player 就

可以玩，这些你在各个 Flash 游戏网站都找不到的，本光碟特供的，具体见赠品文件夹。 

 

 

 

 

 

 

 

 

 

 

最新更新及后续内容，欢迎关注，绝版游戏保护工程： 

https://github.com/skywind3000/preserv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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