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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對我說和在我里為每個人，這是真實的，忠實的，確定的： 

 

1. 我不會詳述在這座建築物中發生的所有虐待，但會引導你到達要點。 - 當城市建設完成後，

統治者前往哈諾克並說道：“哈諾克，你是偉大而崇高的所有力量和力量之神（雖然他已經弱

於一個人，不再有任何力量）所有正義的最高領主（NB 在其底部的只不過是偷竊，嫖娼，欺

騙，所有這些都是邪惡，無情，惡意，殘忍，虛假，各種各樣的罪行）！看哪，你們的人民在

你無窮無盡，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議的正義的明智指導（N.B。真是無窮無盡，對他來說是相當

難以理解的，甚至是更加深不可測的正義），並且遍布你神聖榮耀的廣闊土地上。因此，他們

再也不能從你的高居住地被監督。如果我們不看他們，他們會做他們想做的事，甚至可以流浪

到不再崇拜你，所有的崇拜都應該到來，但開始再次崇拜該隱的老神。它可能適合這位老神給

予某人祈禱並賜予他無敵的力量，於是他可能聚集在他周圍，攻擊並最終摧毀我們所有人。 

（N .B。這樣的恐懼肯定適合這樣一個強大的神！） 

 

2. “此外，我們沒有足夠可靠的僕人來到處收集水果並把它們帶到這裡。僕人們可能會在戰爭

中欺騙我們，他們自己也會消耗掉地球順服為你所生產的東西。” （N .B。所以偉大的上帝也

被飢餓的恐懼所折磨！） 

 

3. 而且，哈諾克變得非常不安，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他沒有被告知他的人民增加了多少。最

後，他站起來，用一種可怕而尖銳的聲音說：“如果我們逐漸殺死那些太多的人，從而在人們

軟弱和沮喪時將人口減少到原來的數量怎麼辦？你怎麼想，我最忠誠的那些？” （注意神聖正

義的精彩計劃！） 

 

4. 然後十位統治者說：“哦最公正的神，想想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N .B。因此，

最聰明，最強大，最公正的神必須被他的僕人告訴甚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不可能的！ ）對於我

們來說，如果我們要殺死其中一個，他們就會大量落在你和我們身上並摧毀我們所有人。此外，

要記住該隱多次告訴我們的星星上方的器皿，以及如果我們應該開始犯下暴行，那將會發生。

“ （N .B。所以偉大的，強大的上帝仍然害怕老神！） 

 

 



5. 看，哈諾克對他們說：“然後聆聽並聽取我強大的意志：讓你們每一個，我十個最忠實的僕

人，搬到十個城市中的一個城市，在那裡他將以我的名義統治並根據他的法律行事。正確的洞

察力和知識，嚴格遵守他們的確切遵守。對於那些應該在他的熱情中變得鬆懈的人，我將在你

們中間樹立最忠誠和最熱心的人。我會通過你們帶給我的聚集果實而認識你們。第一個把禮物

作為對我陛下的正當敬意的人也應該是第一個獲得正義讚美的禮物，我將從他那裡接受較少的

東西，就好像它是多的一樣。後者必須帶來更多，我會接受它，好像它只是一點點，因為我將

衡量他們的懶惰和他們的行為將帶來他們只是讚美或只是責備。然而，最後一個，將被交給第

一個，以使他更加熱心和嚴格在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是正義只有像我們這樣的王國的基礎。 

 

6. “這是我的公正和嚴厲的意志，因為我是你的神和主，你和你所有的自由和服務對象，不能 

- 而且不會 - 有另一個。曾經有一些老神也非常強大他曾經是，但是他們說他放棄了正義，對

於某些人在愛中對惡人和義人都做了好事，這類似於我們對美麗女性的感情。因此他完全摧毀

了他自己並且不再存在。“ 

 

7. ”因此，我現在就在他的位置正如你看到我在這裡，並且對這位老神的懇求是無用的，因為

他不再在任何地方或任何地方。因此，你必須把所有的事情交給我，現在我所有的力量和權力

都在其中！阿門。“ 

 

8. （N .B。關於我的這種甚至更糟的話語關於我今天聽到成千上萬的人說在完全黑暗他們的理

由中將他們的愚蠢放在我的寶座上，從而崇拜他們自己。他們不再稱他們自己為“眾神” - 他

們的名字聽起來太普通和愚蠢 - 但是“哲學家”或“學者”或者各種各樣的“科學家”或“醫

生”。這些最無知的人，甚至想要強迫我向他們學習如果我希望成為一個上帝在這個非常開明

超級學者。但我說蚯蚓比他們更明智，雖然它只有一種感覺。他們很快就會睜大他們的眼睛看

到地球上不再只有一隻田鼠，當它們刺豎起耳時，聽到的不再只是水中的魚，沒有聲音也沒有

聽力。） 

 

9. 看哪，十位統治者歡欣鼓舞，因為哈諾克已經通過給予他們嚴格的法律來參與他們最內心的

慾望，這些法律完全適合他們。現在他們就是有權做一個可以想像的惡作劇，欺騙人民和他們

愚蠢的神。 

 



10. 在完成他的演講之後，神哈諾克發送了他的十名僕人，這些僕人顯然被這樣一個強大的演

講深深打動了。但是在他們的心中，他們為哈諾克的愚蠢而歡欣鼓舞，在他恐懼和憂慮中使他

們的意志成為嚴格的法律，並開始相信他自己是一個神。然而，關於這最後一點，他們是非常

錯誤的，因為哈諾克非常清楚他不是上帝，因為他的弱點和完全疲憊只能讓他清楚地表明他的

神船是什麼情況。 

 

11. 但是他想保持其他人在他們的嚴重盲目，強化它並成為一個神因為利潤。並且他想：“很

容易向盲人講道，因為他們無法區分黑和白，白天和黑夜，反之亦然。”但他在這裡也錯了。

因此，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真正愚蠢的關係，因為一個人總是把另一個視為更大的傻瓜。 

 

12. 當十人再次聚集在他們的房間裡時，卡德接受了這個詞並對他們所有人說：“好吧，我的

兄弟們，我們所有人仍然擁有該隱為我們的父親，我們看到了頭父親亞當和頭母親夏娃 - 漢諾

克不知道也沒見過母親夏娃的，他也不會見到亞當。看哪，我們的父親該隱是一個壞人，比我

們過去或將來任何人都更糟，但當他轉向亞當的上帝時他收到了他想要的東西。 

 

13. “我們還需要什麼？我們知道並且是祂偉大事蹟的眼睛和耳朵見證人。因此，我們知道偉

大的主住在哪裡。該隱在他的痛苦中做了什麼，讓我們也在我們的豐富中做到這一點，你可以

放心，很快就會明白誰是這低地的真正的主。我們每個人都要為這位上帝建立祭壇，並將他的

土地的果子獻給祂，我們就擁有所有的能力。然後傻瓜哈諾克可以等待很長一段時間向我們看

見亞當和夏娃的他想像中的聖潔致敬！“ 

 

14. 當卡德結束講話時，Kahrak 起身說道：”兄弟們，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的成功是有保障的！

看，就我關注，我完全贊同卡德。如果我們強大的人除了加強他的愚蠢和增加他對我們最美麗

的女人的慾望之外，我們將比哈諾克更加愚蠢。當他不再渴望她們時，眾所周知，如果將她們

中的任何一個交給我們中的一個人，我們必須將其視為一種非凡的恩典。我認為我們為我們自

己保留最具吸引力的。我們給予僕人的吸引力越小，讓其他人成為我們臣民的財產。然後，哈

諾克可以玷污他自己的女兒，品嚐他的恥辱，小腿像鹿一樣變瘦，與小牛一起餵食，與鳥兒一

起喝酒。我們為什麼不對他做他對我們父親的所作所為的呢？事實上，他確實保護了該隱父親

忘記做的某些事情，他不得不逃離，儘管他是他的父親，因為他是我們的父親。看，哈諾克只

是一個愚蠢的兄弟，為什麼我們不能讓他為該隱的飛行而戰？這是我的意見，對我們所有人都

有好處。就我而言，我會對老神這樣做，因為卡德認為這是正確的，最權宜之明的。“ 



15. 他們一致同意 Kahrak，於是 Nohad 起身說道：”你知道我的辦公室和職責，我有根據哈

諾克的意志，忠實，勤奮，熱情地進行。但如果我問你在這段時間裡我得到了什麼，你們每個

人都會毫無疑問地說：沒有！我幫助最大的欺詐行為欺騙，因此我自己就是欺騙的欺騙。由於

他的虛偽，我不得不在人民的視線中生活得很差 - 僅僅是為了虛偽和公眾輿論 - 而且作為一個

嚴格的正直人士否認我自己的每一個快樂。為此，我秘密地，而不是讚美和一些無形的獎勵，

以彌補遭受公共困難，從他難以理解的愚蠢，甚至最粗魯的譴責和各種威脅。你們所有人都比

較好，能夠為你自己的快樂做很多事情，這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被他置於他合法愚蠢的頂端，

並且必須完全執行他最瘋狂和最可憎的願望。通過我作為專家的強制性虛偽 - 或者更確切地說

必須是專家 - ，他們接受了合法的外表。為了使我作為一個合法的欺騙者欺騙有效，我不得不

讓我自己被欺騙，這有三個：首先由哈諾克因為正義，然後由我自己考慮到人民，最後是由人

民和你們所有人由於哈諾克。我相信已經給了你足夠的理由為我感到不滿，並向你透露了我的

虛偽生命。現在判斷我自己是否錯了，當我感謝哈諾克的這種認可時，將三重欺騙從我身上帶

走，並全力向他投擲，因為我要向人們揭示他。然後讓他看看他的神靈會逃到哪裡，讓他像一

個跛腿的男人一樣追趕鹿。所以我也會做卡德認為是戰鬥的事情，我會詳細地遵循 Kahrak 的

建議，也就是說，我的敬意不會使他的眼睛疲憊不堪，我的駱駝小跑不會讓他的耳朵煩惱。因

此我佔有了以我命名的城市。“ 

 

16. 其他所有人都說：”Nohad 說得好，所以他也可以做是合法和善良的事。“ 

 

17. 然後侯德起來了他的聲音像閃電一樣閃現在邪惡的聚會中，他的講話比其他所有人的講話

更加強硬：“好好聽，兄弟們和該隱的兒子，無法的人，抓住我每一個非常重要的話語！ 

 

18. “誰能計算出所有血滴那跟隨 Nohad 判刑的，被欺騙的人，已經從窮人和弱者的背部和腰

部流出血來，就像哈諾克和我們一樣，是該隱的後裔！這不是因為違反某些法律或懶惰或最不

明顯的應受懲罰的原因，但是，眾所周知，僅僅是為了給哈諾克提供娛樂，不要忘記城市建設

過程中的所有虐待。所有這些都達到了這樣的程度。在這長時間的折磨中，我發現這些窮人如

何能夠活下去是非常難以理解的。每當他遭到反對時，哈諾克都會提醒我們，星體上方的器皿

是脆弱的，完全忘記了地下的器皿。 

 

 



19. “但老實問你們，人們是否會在器皿殘骸下更好比在我們經常用堅韌的桿子和堅硬的棍棒

毆打時。告訴我，他為地球器皿的愛做了什麼？我認為除了我們兄弟的大量血液之外，其中沒

有太多東西。如果我們不狡猾地抓住政府，他 - 作為憎惡之神 - 肯定會開始讓我們一個接一個

地被殺。 

 

20. “我們不得不殘忍我們自己，當我們仍然是他的僕人，以避免他的懷疑。但現在城市已建

成，人民已被分配，我們有權力並承認老神和受祝福的犧牲。我們還需要什麼？如果人們在虐

待他們時服從我們，他們肯定是不會忠誠的如果我們希望，並且應該，治愈他們的傷口通過更

明智和更寬鬆的法律而不是這種邪惡的殘忍。看哪，我被稱為惡人，但我最大的問題是：誰真

的更邪惡，是我還是哈諾克還是該隱的蛇？我認為哈諾克是所有邪惡的主人，而蛇最有可能把

所有的黑思想都放在他的心裡。否則就不可能想像一個兄弟通過他和他們的兄弟對他的兄弟犯

下的這種殘忍。 

 

21. “因此，我認為我們必須控制他掌握在我們的權力中，讓他為我們服務，人民逐漸讓他為

殘忍付出代價。多方面，而不是致敬。因此，他可以在他的背上接受合法的敬意並隨身攜帶它。

“ 

 

22. ”你的講話是公正和明智的，兄弟侯德，“所有其他人說，”然後按照你的話擊打到家和

我們經常目睹他的暴行！“ 

 

23. 看，Hlad 玫瑰和他的講話簡短而明確：”兄弟們，你們知道我總是要多麼無情為了，正如

它是，將嚴厲的法律化身，或將哈諾克的專制殘忍描述為無情的法律，因此必須充分利用他的

所有邪惡行為。雖然我沒有進行鞭打，但我不得不監督它並統計由侯德及其所有助手鞭打，並

相應地感謝告知哈諾克。看，我必須表現出無情，儘管我根本不是這樣。現在我會改變，你可

以看到！我將對待哈諾克的方式我以經常對待人們，我們的兄弟們，對他們我現在將熱心。但

至於哈諾克，我會冷酷地讓他為兄弟們所遭受的痛苦付出代價。我對他的忠誠應該是冷酷的報

復，我的勤奮使我成為你們中間的第一個，他的讚美之聲將變成一種嚎叫，咆哮，以及經常受

到虐待人的耳朵的盛宴。隨著血從他的背上滴下，臉色蒼白應給他們的臉色彩。 

 

 



24. 正如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相信這一點，當我按照自己的感覺行事時，我的判斷並沒有

錯，有足夠的時間不得不無助地看著哈諾克的罪行。有感覺並容易受到痛苦和煎熬的人也會因

為行善而有所作為。這是我經常看到的。因此，讓我們在未來通過做好事來統治。讓那個做錯

事的人以寬容的態度受審判，因為他也是一個兄弟，順從和良善獎勵十倍的善良。然後，如果

我們把該隱和哈諾克為我們所有人如此肆意和粗心地失去的東西帶回來，那將會給老上帝一個

值得的犧牲。如果我們帶回來，他們肯定會取悅祂。“ 

 

25. 看，他們都起來了，向赫拉德鞠躬說：“兄弟，你的判斷是最公正的 ; 你最接近亞當的孩子。

因此，你應該成為我們的榜樣，我們將在所有的法令中堅持並堅定地遵守它。 

 

26. “可憐的兄弟的溫暖的血液融化了你心臟周圍的冰，現在從它湧出一股溫暖。在這溫暖的

氛圍中行動，用你的豐富溫暖我們所有人！” 

 

27. 然後 Ouvrak 起身說：“兄弟們，看哪，聽著！你所有的判斷都是正確的，但根據我的敏銳

看法，赫拉德的人是最聰明的。所以我完全贊同他的觀點，除了一件事，這是最重要的。我們

必須非常謹慎和精明地執行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看哪：行事正直，行善，正確和公正地判斷，

只是報復，一個安全的秩序 - 這些都是對公眾和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利的事情。以及我們與人民

的關係都是足夠的。然而，哈諾克市的所有自由公民都知道我們是統治者，而哈諾克是為這些

傻瓜真正的神，沒有什麼會改變他們的信念，在所有人中比在自由公民中更加堅定。 

 

28. “如果我們立即將手放在哈諾克身上，他們都會落在我們身上。如果那時哈諾克應該加入

他們並聲稱我們的權力使他無法阻止我們對人民的虐待，他們將落在我們身上，我們將在群眾

的壓力下滅亡。 

 

29.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實施我們的計劃，絕對需要偉大的狡猾和謹慎的狡猾是必要的。由於

我是他的秘密顧問，我非常清楚事情站立的原因。我的絕對意見是，至少在接下來的三年裡，

我們必須讓哈諾克相信所要求的貢品仍然存在。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善待人民，將他們為我們，

並經常告訴更明亮的人們關於哈諾克虛榮的本性，他所有的欺騙和粗暴的推定。我們還必須指

出他們是老上帝，並讓他們明白，我們所有的行動，儘管他們看起來都是嚴厲的，是最終將他

們，我們的兄弟們從哈諾克的艱難和沈重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步驟，現在必須要完成否則他們

都會被殺死。 



30. “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如果我們按照這種方式指導人民並按照赫拉德的建議對待他們，這

將是我們的巨大優勢，我認為即使是老上帝也不會質疑我們的統治鬥爭，特別是當我們奉獻給

祂時，然後，我確信，哈諾克不會從人們身上體驗到前面的發言者侯德和赫拉德，已經提到在

他們的大智慧了。 

 

31. ”請把我的話放在心上，我的兄弟和該隱偉大的兒子，和看，他們向他跪下並說：“啊門，

這應被做，每個人說的都有效。詛咒哈諾克， 被詛咒的誰違法我們的父和壞名傷害反對老強大

的上帝。“ 

 

32. 當其他人再次坐下來的時候，法拉克仍然站著，認真地看著，好像要看看每個發言者的言

語背後是否有任何人敢說的話。他正在尋求什麼。他的智慧很快就發現了，然後他開始大聲說

話了演講就像戰場上的一把劍，不是在爭吵任何人： 

 

33. “兄弟 - 如果你仍然配得上這個榮譽名稱 - 我聽到你表達了你的想法，但是你欺騙隱藏了彼

此的慾望並欺騙互相你的計劃。因此你們成了叛變者，就像每個人打算暗中告訴哈諾克，出於

對他的忠誠，在接管政府之前，他召集了統治者的聚會 - 就像現在一樣 - 並煽動他們表達他們

對哈諾克的可恥的看法。然後後者會意識到他把十個政府放在什麼地方，會給予他所有的力量，

並讓他成為對我們所有人的主權。既然哈諾克會相信這一點，那麼其他人就可以分享該隱的很

多。 

 

34. “哦，你壞蛋，你所有的墮落敗類！問問你自己內心是否有過誠實的衝動。對所有那我和

你所擁有的一切，是通過狡猾，狡猾，欺騙，奉承和虛偽來實現的。窮人沒有受夠了嗎？他們

是不是已經如此悲慘，以至於他們幾乎不被認為是人類？他們在你的毆打下幾乎沒有流下最後

一滴血嗎？我們曾經對他們做過多少好事，他們長期以來心甘情願地餵養我們在沒有回報，除

了各種虐待之外？難道他們，你稱之為野獸的人，對地球所產生的一切都有同樣的鬥爭嗎？並

且他們不被允許吃掉所有成熟的水果，除了腐爛的水果。這並不能讓你滿意，而且你想讓他們

比現在更加千倍不開心和悲慘！ 

 

 

 



35. “鑑於這一切，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你們所有人：如果你們想要統治窮人 - 他們的兄弟，你

們不值得存在，放棄一切惡意和詭計，引導他們面對上帝，真正的老上帝。真正的兄弟也是對

哈諾克，而不是為了你的口和肚子而欺騙。變得有價值通過真正的忠誠那你變成欺騙和狡猾的，

否則老上帝會拒絕你的奉獻，會幫助弱者反對你並且讓你成為你給這個名字的野獸的奴隸。要

思考殘忍的那個人的話！阿門。“ 

 

36. 看見，當法拉克結束講話時，其他人仍然坐在那里扎根，並且在他們的辯護中沒有一句話

要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自己想：“他暗中阻止我們在他的關係與老上帝，他怎麼能這麼詳

細地看透我們呢？既然現在是這種情況，誰能反對他呢？如果他可以被摧毀，那將是很容易的，

但現在 - 誰能夠反對他的威力？在我們舉手之前，他的手會擊打並摧毀我們。因此，我們將拭

目以待，看看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然後我們可能知道該怎麼做。 

 

37. 看，因為沒有人敢再說了，法拉克再次開始說話並問他們：“好吧，你們現在感覺如何？

你們沒有勇氣站起來回答我嗎？現在你的狡猾，你的欺騙在哪裡？ ，你的狡猾，你的奉承和虛

偽？你的謊言，你的權力，你的王子和被欺騙的神哈諾克在哪裡？ 

 

38. “是的，我告訴你，我的耳朵沒有錯過你思想的無聲言論。無論需要什麼轉變，你都將按

照正義和公平做必須做的事情。無論你是誰，都不會完全遵守這一點，你應該像你稱之為父親

的該隱一樣被禁止。他行事合法，但是過於盲目和嚴格，他把他自己俘虜，不得不逃離從他自

己的工作。除了老上帝之外，沒有人知道。如果他希望某人知道這個，那個人就會知道。但這

不是祂的意志。看哪，該隱只是因為他害怕老神的審判，而他的所有行為都是錯的，因為他沒

有出於愛的行為，這就是老上帝首先要求的。 

 

39. “你甚至已經廢除了所有的正義，並用狡猾，欺騙，狡猾，謊言取代了它，並添加了無數

其他的臭名昭著，無名因為它們的邪惡，你認為老上帝會立即願意支持你在你的無盡的臭名昭

著如果你奉獻祂假燔祭。哦，你是如此錯的！老上帝有敏銳的眼睛，在每一個細節都知道你的

整個自然本性。所以，祂的耳朵遠離你，永遠不會聽你無限的臭名昭著，即使你把整個地球作

為祭品獻給祂，也不要褻瀆你，除非你先潔淨你的心用對兄弟姐妹無限的愛的火，這些兄弟姐

妹在你身上變得虛弱和不快，如果你從一切淫亂中解脫出來這對於那些年齡在兩百歲並且渴望

成為統治者的男人來說是不合適的. 

 



40. “現在回答我的問題，如果你能，或者，如果你有勇氣，請在我和你交談時公開毫不猶豫

地告訴我，正如我對你們說，你現在打算做什麼。在統治公國之後，我不會像你一樣掙扎，而

是完全履行我職務的職責之後，以取悅老上帝。因此，我從來沒有犯過任何罪行，也沒有奸姦

女人或處女，更不用說十二歲以下的少女，正如你所做的那樣。這就是為什麼你叫我殘忍的原

因，因為我不想成為像你這樣懶惰的歹徒。 

 

41. “這些應該是我的最後一句話，讓你知道你在你面前看到的人，即我，殘忍的人，在緊急

情況下，你永遠不會知道的最好的事情，就像現在的情況一樣，所以一切都可能不會永遠滅亡 

- 是的，永遠的 - 在舊的，永恆的，神聖的上帝重新喚醒的憤怒中！任何人都不要再問我了，

何處和因此！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