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61 對屍體的防腐處理及其在玻璃棺材中的展覽。 

阿格拉王后計劃暗殺維納斯神廟的所有女神。該計劃被女神的飛行挫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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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天的時間裡，包括沃爾塔頭部在內的屍體被防腐處理，然後被放置在納梅寺廟中已經提

到的玻璃棺材中，以及沃爾塔的頭部，當然是在一個嚴重鍍金的框架上正確封閉的玻璃甕在棺

材中間。 

 

2. 當這項工作完成後，部隊的隊長們去了他們大房子裡的驚嚇女神，並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

並邀請他們看看防腐屍體。 

 

3. 女神，這次不是赤身裸體，而是穿著悼念衣服，走進了納梅寺廟，看到屍體時不小驚恐。 

 

4. 經過長時間的停頓，上位女神用顫抖的聲音問士兵的領袖：“如果這是女王的工作，我們在

不久的將來會有什麼期待？這種憤怒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5. 其中一名被捕的俘虜回復了不請自來的人並說道：“請允許我說話，我的美麗女神！在這些

棺材中，你的命運也是寫的;因為我們從女王的嘴唇裡聽到了，她的目標是什麼！沒有什麼可以

拯救你從女王的憤怒，但要逃跑！ 

 

6. 只是不要相信將軍的大祭司能夠阻止這樣的計劃！因為女王有偷偷摸摸的方式和手段除了她

以外沒有人知道，並知道所有進入的她的撒旦計劃的方式;她肯定已經知道好幾天了，這裡發生

了什麼與屍體反對她的競標，我建議任何人不要等待太長時間，重視並熱愛自己的生命！“ 

 

7. 部隊的隊長把這個講話銘記於心，他對女神們說：“主要的俘虜似乎是正確的;因此做好準備，

以便我們能夠安全地帶你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免受憤怒的憤怒！無論我們帶你去哪兒，你的生

活都將得到照顧;因為要和你一起做這件事，我們會得到將軍的具體指示！“ 

 

8. 女神立刻同意了;每個人都拿走了她的寶物，急忙離開了士兵和俘虜。 

 

9. 然而，不到一個小時過去了，女王最信任的僕人帶著強大的士兵抵達，他們配備了許多繩索，

劍和長矛，並命令摧毀將軍的保護力，堵住所有的女神，然後同時謀殺她們並將她們與沃爾塔

的女人一起展示。 



 

10. 但是，這次女王沒有成功執行她的計劃;但她如何回應這一點，以下將會顯示。 

 
 

HoG V3/262 阿格拉王后之怒。她狡猾的隊長撫慰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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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女王最忠實的僕人帶著強烈的超脫，令他們驚訝地發現美女的居所完全空虛時，他

們轉過身來立即向女王報告。 

 

2. 然而，女王在學習這一點時，就像千千萬萬的嬉皮士一樣，開始發怒，並發誓要對將軍牧師

進行最痛苦的報復。 

 

3. 然而，女王僕人的隊長，因為他是一個非常英俊的男人，被女王暗中欽佩，要求恩典私下與

她說幾句話。 

 

4. 女王歡迎她的親愛的請求，並請他跟著她進入一個小側房。 

 

5. 船長跟隨女王，非常高興;當他獨自和她在一起時，她立刻想知道他的意圖，為什麼他想和她

單獨談話。 

 

6. 然而，船長沒有回答，迅速脫掉衣服，完全裸體地對女王說： 

 

7. “我生命中最高級的情婦和超過我的死亡！只有在這種狀態下，我才能真誠地與你交談;因為

我現在赤裸裸地站在你面前，就像赤身露體一樣，我要對你說的真相現在！聽我說，我對你的

無限愛，最可愛的女王： 

 

8. 女王，你在我心中勝了一千！你，女王，只有死在你的手才是最大的樂趣了，你是我的一切，

我求你為世界上最愉快和最珍貴的一切，為了你和我的救贖，不要再繼續報復反對將軍祭司的

計劃;因為那裡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到處都是你總是太遲了！ 

 



9. 你認為，我的生命，女王，你的丈夫掌握著權力嗎？哦，你錯了！我告訴你：古拉特是只有

一個名字載體和一位國王才能作為將軍的一位真誠的知心朋友而受到極大的尊重。但是，如果

我們能成功，我們所有人都會感到禍害扭轉局面，讓將軍成為我們的敵人！ 

 

10. 正如赤身裸體，我現在站在你面前是真實的，我們，包括國王，將在幾分鐘內迷失！即使

是現在，已經在將軍的大宮周圍安置了五十萬戰鬥準備好的戰士;只有一個點頭從他那裡，我們

不會存在一小時內！ 

 

11. 幾天來他沒有去過國王，也不允許國王去見他，儘管國王正在再次嘗試贏得將軍的青睞。

是的，如果他只能重新獲得將軍的友誼，他甚至想讓你成為將軍的禮物！ 

 

12. 從這個，女王，你可以認識到將軍的力量和偉大，以及你的計劃反對將軍有多危險！ 

 

13. 女王，如果我冒犯了你這個我赤裸裸的真相，就殺了我;但是我無法抗拒我對你的愛力量，

警告你什麼會給你帶來徹底的毀滅！“ 

 

14. 女王第一次害怕並且說：”親愛的船長，我感謝你們這個警告！但是現在我也要求你的建

議，應該做些什麼，這樣我就不會受到將軍的統治！“ 

 

15. 船長說：“哦，女王，請允許我時間今天照顧你，明天我會告訴你一個出路！” 

 

16. 於是他抱著女王，再次穿好衣服，然後回去大廳;但女王留在房間裡，並要求她的女僕。 

 
 

HoG V3/263 德呼特上尉與古拉特國王。德呼特的狡猾建議–古拉特和阿格拉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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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女王的忠實僕人的隊長去了國王，並且非常明確地向他提出了女王的情況以及將軍夫嘎-

赫藍想要對國王和女王進行的攻擊，以及它將如何變成純粹的不可能反對強大的夫嘎-赫藍

（Fungar-Hellan），因為所有權力都掌握在他手中。 

 



2. 古拉特對隊長說：“是的，我的朋友，你是對的！我非常清楚我現在和夫嘎-赫藍站在一起的

地方;但是 - 它可以做些什麼呢？！十天以來他完全無法進入，除了我拒絕將阿古拉交給他以冷

卻對她的報復之外沒有其他原因，因為她對她的兄弟和他的女人犯下了暴行。 

 

3. 他在我面前的最後一次感嘆是：'好吧，那麼！作為朋友對朋友，你不想給我什麼，你最痛苦

的敵人會知道通過武力獲得！ 

 

4. 於是他離開了我，急忙逃跑，直到現在我無法從他那裡得到任何消息，他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5. 最終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讓他反對我友好再次，除了將阿古拉引渡給他，這超出了所有理解最

美麗的女人！ - 告訴我，親愛的德呼特船長，可以做些什麼對這呢？“ 

 

6. 但是德呼特說：”國王，這裡只有兩個可能的方法，讓女王在我的保護下逃脫，或引渡;但是

那個並不比另一個危險！ 

 

7. 但我想出了一個狡猾的計劃！如果成功，夫嘎-赫藍將再次成為你的朋友，你就像以前一樣保

持著國王;但如果我沒有成功，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想像而是逃跑，為了拯救阿古拉以及你的王權

之外！ 

 

8. 但計劃是這樣的：讓阿古拉穿得盡可能的迷人，我自己會和夫嘎-赫藍談談並對他說： 

 

9. “最美麗的阿格拉，你已經拋出了這麼多的樣子，已經收到消息說你是她最親愛的朋友，對

她生氣了！因此，她問你，你應該再一次給她一個同情的耳朵，你會從她那裡得到最令人滿意

的，你的心完全啟示對她神秘殘忍的！ 

 

10. 在這個邀請下，他肯定會來，雖然受到嚴密的保護！但是阿古拉將要對他說些什麼，我會

正確地指導她;你只需要讓我隨身攜帶一封認證信，這樣夫嘎-赫藍完全相信我對他的使命！而

且我確信這件事會再次被擱置休息！ 

 

11. 那個看到最美麗迷人的阿古拉的夫嘎-赫藍將會開放談判，我提前確信！“ 

 

12. 當古拉特從德呼特那裡聽到這個消息時，他立即給了他任務;而德呼特去阿古拉告訴她一切，

她接受了他所說的一切，並同意了一切。 

 



 

HoG V3/264 地獄陰謀的延續。德呼特和夫嘎-赫藍。將軍在穿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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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德呼特完全指示阿古拉在夫嘎-赫藍出現的情況下她必須說什麼之後，他立即去了同一

個宮殿 - 但是他花了不少力氣才能看到將軍。 

 

2. 但當他花了全世界的努力終於看到將軍時，他用激烈的表情問他，說：“你是從哪裡來的，

你大膽鄙視你的生命，你的使命是什麼？說得快，如果你在張開嘴之前不想死了！“ 

 

3. 德呼特，儘管震驚在起初關於非常不友好的接待，因為他沒有想到將軍如此憤怒；但一會他

鼓起勇氣並用激動聲音說： 

 

4. “朋友！ - 如果你這樣接待我，既然你是那個人真正把位置給我的在法庭上，並且永遠是我

最親密的朋友，儘管我有這個主題非常重要，我也不會說一個字。向你匯報， - 雖然你和整個

世界的幸福將取決於它，以及心靈的生命！但是拿起你的劍並立刻殺死我，同時還有我最重要

的秘密。除了我，世界凡人都不知道！“ 

 

5. 在這個解釋之後，將軍更溫柔地說：“朋友，冷靜下來，這只是我的第一次興奮;但現在我再

次認出你是我的朋友，過去曾為我提供過一些優質的服務，未來可能更是如此。所以我求求你，

說出你說的話，我會把我的耳朵貼在你的嘴上！“ 

 

6. 於是德呼特挺直身說：”好吧，那麼，聽我說！ 

 

7. 看，你現在對，你的第一個朋友，古拉特非常生氣，甚至追求女王的生命！但請聽我現在要

向你透露的內容： 

 

8. 只要這個世界居住在人類和動物身上，就不會存在更大的不公正和忘恩負義，而不是通過你

現在行為對女王和反對國王！ 

 

9. 告訴我，被救的人欠救生員的是什麼？現在我不問別的了，只告訴我這個！“ 

 



10. 將軍看著德呼特，興奮地說：”你在說什麼？說得更清楚！解釋你自己，這樣我就可以跑

到救生員面前敬拜他了！“ 

 

11. 然後德呼特大聲喊叫在他自己內部勝利，再次挺直身說道：”現在我別告訴你了：女王，

誰愛你就像她的右眼，誰你努力摧毀的人，同樣的女王是你的救生員全世界從未體驗過！ 

 

12. 我不再對你說，但是去，你會從她那裡學到什麼她為你做的！如果你有心為它的話，你可

能會殺了她！ 

 

13. 但是，如果你對我的陳述持懷疑態度，那就請你陪同;在這裡，女王親自給你的這封認證信，

你很容易認出我當然不是反對你的叛徒！“ 

 

14. 將軍喊道：”阿格拉，我誤判了你！你，我思想的偉大女王！通過你難以理解的殘忍，你

拯救了我的生命？！ - 讓我馬上去找她;關於這一點，我必須知道更多！“ 

 

15. 這裡將軍留下一切站立，拿他的榮譽守衛，並趕緊去了女王。 

 
 

HoG V3/265 熱烈歡迎國王。古拉特，夫嘎-赫藍和德呼特與皇后阿格拉。 

阿格拉成功地向夫嘎-赫藍表示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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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國王和王后的期望最為強烈，並且透過窗戶看看夫嘎-赫藍是否來了。現在這兩個人的喜悅

是多麼令人驚訝，當他們看到將軍帶著德呼特在他的右側，伴隨著一個巨大的儀仗隊，接近宮

殿！ 

 

2. 女王立即前往她的房間，國王到他的房間，每個人都想到了那個男人，當時半個世界的痛苦

和禍患依賴於他。 

 

3. 在到達宮殿的大門時，將軍對德呼特說：“現在我在這裡;但是讓我告訴你：如果我有一絲懷

疑，生活在地獄就是你的命運！” 

 



4. 德呼特回答說：“真的，如果你沒有得到雙方最大的，無偽的愛和尊重，並且發現我的每一

點都沒有得到證實，我就不會沒有進入！” 

 

5. 和夫嘎-赫藍說：“好吧，讓我們上去說服一切！” 

 

6. 在德呼特旁邊的夫嘎-赫藍，在他的儀仗隊的護送下，走到這座巨大的宮殿的二樓，首先走向

國王誰張開雙臂抱著他的，感嘆：“我的兄弟 - 我的救恩！” 

 

7. 這次接待激起了將軍的心，他的情緒已經好轉 - 他向國王詢問他的友誼是否會比他的敵意更

好。 

 

8. 古拉特回答說：“噢，哥哥，如果你是我的敵人，那麼我就不再是國王了！因為我欠你一切;

你是單獨的訂單，因此是我房子的支持！我怎能不吝嗇為了你的友誼？！“ 

 

9. 在這裡，夫嘎-赫藍再次擁抱了他的老朋友並對德呼特說：“走近一點，因為我現在意識到你

對我們這兩個人都很好，所以你可以成為我們友誼聯盟中的第三個！但現在讓我們去阿古拉看

看她將如何與這個盟約成為一體！“ 

 

10. 於是，將軍在國王和德呼特之間走了過來，然後是光榮的儀仗隊給了阿古拉，阿古拉也以

最迷人的張開雙臂向他跑去，並用她所有愛的力量擁抱了他。 

 

11. 這次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接待給將軍留下瞭如此舒緩的印象，以至於他幾乎沒有能力從這種

純粹的幸福感中說出一句話。 

 

12. 只有阿古拉說了一會兒，還帶著愛情顫抖著：“夫嘎-赫藍，你怎麼能追尋我的生命，當我

對你的愛帶給你的生命犧牲，那我永遠不會犧牲給神的？！ 

 

13. 它是的，我不得不向你顯得非人殘忍;因為我的行為具有如此性質，到現在為止地球已經沒

有任何例子了！但到現在為止，地球並不知道一顆女性的心，那充滿了我的愛對你而言，夫嘎-

赫藍！但生命的偉大載體也不知道一個知道如何欣賞夫嘎-赫藍宏偉的女性心靈！但我可以用這

樣的心靈誇耀，因此我對你的無盡熱愛而且我為你所做的事，夫嘎-赫藍，是可以解釋的！“ 

 

14. 這個解釋使將軍相當柔軟，他說：”噢，阿古拉，你覺得這樣的愛是什麼獎勵？ 

 



15. 阿格拉說：“你的心，你的愛是我的回報！但請先聽我說，這樣你就明白為什麼我做了我

所做的事;然後你會發現我愛你的超越我的生命！“ 

 
 

HoG V3/266 古拉特和德呼特在此事上表現良好。阿格拉在夫嘎-赫藍之前的虛偽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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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拉特對於他對天堂般的阿古拉對夫嘎-赫藍愛的宣言並沒有過於激動，但當然只是非常秘密

地在其中;公開表示他的違規行為不會出現在這的正確位置。 

 

2. 但除了用非常有趣的眼睛看這樣的愛情宣言之外，他還能做什麼？！因為無論如何他都會想

念它。兩個酸蘋果，一個左，一個右;在一個他不得不咬的地方，只咬一個比咬熟他們倆更好！ 

 

3. 但是，德呼特也對女王向將軍的這種宣言感到不滿，並且會喜歡它被指向他。但除了向邪惡

的遊戲微笑之外別無他法。因為這裡只有一個歪歪扭扭的表情可能意味著生命的喪失。 

 

4. 因此，古拉特和德呼特都做了非常友好的面孔，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希望夫嘎-赫藍能夠模仿所

有的快樂，而且還有阿古拉。 

 

5. 然而，正如她之前提到的那樣，她立刻開始提出她殘忍的原因，以便將軍徹底看到他對她的

無比親切，以及為什麼。然後她說： 

 

6. “你是我最心愛的夫嘎-赫藍！你知道，我更愛我的哥哥比我自己的生命，這就是為什麼我離

開的高度，去了，不聽我自己的生命，去尋找我在這仍然是完全陌生的城市哥哥。 

 

7. 但我發現他比我想像的容易得多。怎麼樣？你們都知道。我被帶到這裡，國王立刻開始為我

的心臟進行談判，並說服我的兄弟，他應該犧牲我為國王，因為國王向他提供了美女女神作為

補償加上總督的頭銜。 

 

8. 乍一看，我看到我哥哥搖擺不定。這反倒我超越測量，那他可能會有一顆搖搖欲墜的心對我，

因為我有冒著生命危險為他。 

 



9. 我打敗了我自己，加緊了他，為了測試他對我的愛，我自己勸他換我，而他，誰在任何情況

下，只有愛我一點點，而不是為他可憐的妹妹冒著生命危險因為她內心的，更高的價值，他把

我，最純潔的人，換成了一些嫉妒的妓女，誰從未認識到內在的生命價值！ 

 

10. 這種卑鄙的報復我哥哥的行為對，我來說是沉重的;但是，我無法改變已經完成的工作。 

 

11. 在我內心深處的苦難中，我遇到了你，夫嘎-赫藍，很快就認識到了一個偉大的精神，為誰

是有可能，領導數百萬在他的洞察力，無論如何！只是太早我意識到，只有你而不是國王，一

直是哈諾克的領主和整個偉大的帝國！ 

 

12. 然後我想：哦，伙計，如果我能向你揭示我的永恆真理關於人類來自上帝的真正命運，就

像我擁有它一樣，如果我擁有你的愛，什麼無窮無盡的好處你能帶來！ 

 

13. 但是當我看到你的時候，夫嘎-赫藍已經非常接近我的心，意識到我兄弟的立場開始增加與

你在我的帳戶，我突然發現了我哥哥反對你的可恥陰謀！因此，我讓他被扔進地牢，因為他的

生命對我來說仍然是珍貴的，否則，當他的背叛被認出時，他本來會失去生命！ 

 

14. 我每天都去拜訪他並試圖改變他，但收效甚微;當我很難與他一起康復時，你發現他在監獄

中憔悴，從而釋放了你最大的敵人。他逃離摧毀你在高地人民的幫助下，對誰他本可以向他們

展示出一條出路。 

 

15. 現在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因此，我隨後向綁架者發出命令，要求兄弟在遇到他的任何地方

殺死他;因為如果他再次被帶到這裡，你就會成為他的高級人物，他會秘密離開，並且會把你出

賣給高地人。然後他們會像兇猛的老虎一樣襲擊你，並且會屠殺數百萬！如果我願意背叛他，

你會對他做些什麼 - 也許還有我呢？ 

 

16. 為了避免這麼大的罪惡，我做出了沉重的犧牲！現在判斷我是否如此殘忍，正如你想的那

樣！ - 但我還沒完呢;所以聽我說！“ 

 
 

HoG V3/267 阿格拉精巧的謊言證明了她的殘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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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阿格拉繼續說道：“然而，當他逃離時，兄弟暗中指示他的妻子們應該把整個美女神殿對

你們轉過來，如果可能的話，甚至會試圖殺死你們和古拉特國王，同樣沃爾塔，如果他可以回

來用偉大權力，可以蹬上皇家寶座沒有阻止。 

 

2. 因為沃爾塔這個邪惡的道路會被切斷，正如你知道的，那麼，但是當他們很有誘惑的時候，

這些邪惡的道路會被切斷由我的介入了解到了她們丈夫的死亡？聽著，她們發出了一個可怕的

誓言，沒有恩典或憐憫地摧毀你，古拉特和我自己！ 

 

3. 但是時間和方式如何？ - 跟我來到秘密房間那裡七位主要的妻子住在一起，讓你自己相信一

切！“ 

 

4. 在這裡，阿古拉帶領整個集會到了秘密但相當大的房間，打開了一個隱藏的衣櫃然後說著，

用手指著一個水晶杯： 

 

5. “你看到這個可怕的碗;它充滿了高度毒害的針頭！帶給我一隻動物，非常小心地取出一根針，

然後抓住動物的皮膚一點點，讓自己相信它會如何消亡！” 

 

6. 立刻將一隻大小牛帶進去，用一根針在肚子下稍微劃傷，小腿立即被殺死。 

 

7. 所有人都對這種驚人的效果感到可怕震驚。 

 

8. 而阿格拉說：“試試其他動物，效果會一樣！或者如果你有一個注定死亡的罕見罪犯，帶他

來這裡對他做同樣的事情！最確定的是，沒有時刻足夠快至於如此快速，完全無痛的這種針會

殺死他！“ 

 

9. 但是夫嘎-赫藍說：“阿古拉，你是怎麼知道這一點的，你是如何得到這一切的？你是如何得

到關於這種毒藥的可怕影響的確切信息那完全未知對我？” 

 

10. 阿古拉說：“看看這裡，我們的好朋友和救生員沃爾塔告訴我所有這些事情，作為一個臥

底的同謀從女人那裡得到了一切，特別是他們想反對你採取的行動！ 

 

11. 但是當他向我揭示了這一點，我很快就相信了他們的邪惡，我的整個靈魂都被強大的複仇

所擊敗。作為所有這些女人的朋友，我把她們帶到我的房間，穿著我的衣服，她們不得不脫衣



服然後，我把她們綁在了柱子上，作為女王和情婦的生死對象，我冷卻了我對他們的最熱烈的

報復！ 

 

12. 但你什麼時候注定要墮落？你下次友好訪問這些就像你在這裡看到的小牛一樣，蛇會花費

你的生命！但是只要去看看女神的住所，你一定會找到小謀殺武器，並從中認識到這個陰謀已

經傳播到多遠，以及為什麼我這樣做的原因起訴這些女神！ 

 

13.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這些女神在哪裡獲得了毒藥，只需在花園里和玻璃屋裡的一個神秘的角

落裡搜尋，你就會發現一棵樹枝上有一滴珠子;但這些滴是正是這種可怕的毒藥！ 

 

14. 我的意思是，這足以說明為什麼我作為你最好的朋友，動員所有和謹慎反對這些狡猾女人

們！“ 

 

15. 夫嘎-赫藍和國王臉色蒼白，沒有人知道是什麼真正發生在他們身上。 

 
 

HoG V3/268 夫嘎-赫藍對德呼特感到驚訝的問題。德呼特聰明而冷靜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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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第一個驚訝和三人的相當可怕的驚奇在一段時間後有所平息時，夫嘎-赫藍睜大眼睛看著德

呼特並對他說：“德呼特，要么你是使者好神的和舊憤怒的上帝，誰只要一個人確實遵守了祂

的旨意，也是好的;但如果一個人只是輕微地反對它，祂就會充滿憤怒，想要毀滅整個地球！ 

 

2. 可能你是這個神的使者！或者你是來自最低和最可怕的地獄的特使，這是撒旦的主要居所;因

為否則你完全不可能獨自承擔所有這些秘密，這對我來說是未知的！ 

 

3. 看，在這個大城市，擁有超過一百萬個家庭的中，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我幾乎在發生這一切

的那一刻都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魔鬼，什麼撒旦必須精心策劃的這個隱藏從我的陰謀感覺直到

這可怕的時間我從阿古拉的熱嘴那裡了解它？！ 

 

4. 你是如何得到這個真正最恐怖的撒旦邪惡陰謀的背後？只有那個解釋給我，我會放心一切;但

如果你不能，那麼所有的獅子，老虎，鬣狗，狼和熊都將成為你的陪伴！“ 

 



5. 但是德呼特說：“朋友，你在說什麼，好像你知道這個大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我告訴你：

只有面具落入你的感官，但從來沒有更深層次的情況！ 

 

6. 誰能發現你我的想法？我不能說話和行為欺騙，所以我的言行一定對你來說是可疑的，而在

我的想法中我還有其他的計劃讓你受益嗎？！ 

 

7. 或者我可以說話並且在你眼前非常正義地行事;但是你可以也看到我的思想的秘密房間，如果

那裡沒有躺絲毫思想背叛為你的垮台因為你堅持不懈地相信你誇大的全知？ 

 

8. 你沒有註意到從你的美女神的談話和行動，她們生長有毒的樹木在隱蔽的角落里為你的垮台，

以及她們如何準備了許多最不起眼的，但更有效的殺戮工具為你！ 

 

9. 但是為什麼？ - 想想對他們徵收的新稅和順序在死刑批准，可能成為懷孕，你很快就會認識

到這種陰謀的原因！ 

 

10. 然而，正如阿古拉告訴你的那樣，我也說：去吧，讓自己相信一切，然後告訴我，我是否

已經成熟了獅子等陪伴！“ 

 

11. 夫嘎-赫藍非常困惑對這個演講和要求去美女神的花園，說服自己一切。因此整個團隊都去

了那裡。 

 
 

HoG V3/269 夫嘎-赫藍在美麗女神的寺廟花園中。檢查阿格拉和德呼特的陳述。 

夫嘎-赫藍對阿格拉的懷疑。阿格拉的美麗勝過夫嘎-赫藍。作為夫嘎-赫藍的妻子的阿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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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進入花園，夫嘎-赫藍就會仔細檢查一切 - 廢棄大房子美女神，寺廟和花園 - 並發現各地

的陳述得到證實;在住宅里有大量毒針，他立即被他跟隨他的行政人員沒收，因此也是臭名昭著

的玻璃避暑別墅，那裡極其有毒的樹在它的中心變得茂盛。樹有指定的形狀，樹幹上覆蓋著毒

藥。 

 

2. 夫嘎-赫藍立即希望這棵樹被消滅，因此命令他的人立刻將樹木與樹一起摧毀。 

 



3. 但是阿古拉抓住了夫嘎-赫藍的手，尖叫道：“我最親愛的朋友，我懇求你以你所珍視的一切

為名，在全世界都是最珍貴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讓這個房子打開這種植物的性質是非常活

躍的，它的暴露不僅會殺死我們和所有的工人，而且半徑至少要走三個小時的一切都會被它淹

沒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觸及它;所有生命的，本來就會被殺死！ 

 

4. 但是如果你想摧毀這棵樹，你必須在溫迪屋周圍建造一塊非常樹脂的木材，並在四面同時燃

燒;這就是摧毀這種植物的唯一方法，沒有致命的後果！“ 

 

5. 這種對阿古拉破壞這種有毒樹的解釋性預防使夫嘎-赫藍極為懷疑。他看著阿格拉在銳利的眼

睛說道： 

 

6. “女人，你在說什麼？ - 向我解釋你怎麼知道這棵樹的效果就像如果你自己已經創造了它！ 

 

7. 真的，儘管如果這是這個植物的本質，我想保護我，你的解釋也讓我對你產生了懷疑！誰知

道你自己是不是這種植物的種植者從地獄裡？！ 

 

8. 因此我給你一小段時間;用它並嘗試滾下我的這是我非常有根據的懷疑，否則對你來說就不會

有好結果！因此，你可以脫掉你自己，這樣你就可以赤裸裸地向我承認這個赤裸裸的真相！從

此以後你不應該欺騙我;因為我懷疑你只是很好建立了！因此，你必須努力工作才能在你的小指

上轉動一個夫嘎-赫藍！“ 

 

9. 然而，這一挑戰並沒有讓阿古拉至少失去鎮靜！她只說：“我會脫掉自己 - 然而，不是在這

個蟲屋的附近，而是在前女神的任何起居室裡！” 

 

10. 於是，整個公司都進了房子，在一個非常大的房間！ 

 

11. 到達那里後，阿古拉立即脫下衣服，因為夫嘎-赫藍命令她做。 

 

12. 但這種脫衣服對於強烈感性的將軍來說是最危險的。只有現在，這個最美麗的女人的所有

隱藏的魅力都被曝光了，這個女人擁有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一些男人在看到她裸體時出現，

開始憤怒，變得瘋狂;但是五個人立即倒在了地上。 

 

13. 而夫嘎-赫藍忘記了他的所有懷疑;因為就像初升的太陽消耗了山谷中的霧氣，同樣的效果就

是裸露的阿古拉巨大美麗對夫嘎-赫藍。 



 

14. 除了她的愛之外，他現在除了她的要求之外別無所求，並答應她去做並給予她一切以增加

她對他的愛。 

 

15. 這場胜利對於沒有比阿古拉本人更令人愉快的勝利，很容易被懷孕，因為否則她會被抓到

這裡。 

 

16. 古拉特和德呼特看著這個場景就像失去了球員一樣;但除了祝賀夫嘎-赫藍之外別無他法了！ 

 

17. 然而，隨著這一事件的結束，檢查結束了，夫嘎-赫藍帶領阿古拉以他的妻子的身份獲得所

有榮譽到他的官邸。但是德呼特和古拉特也帶著長臉離開回了家。 

 
 

HoG V3/270 德呼特和古拉特向賓妃報告。挫敗的逃生。 

德羅伊特和古拉特成功地狡猾和虛偽。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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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古拉特和德呼特都回到國王的王宮時，很快他們的其他嬪妃出來問他們與可怕的阿古拉的

事情是如何結束的。 

 

2. 德呼特回答說：“親愛的妻子，對我們所有人都是壞，壞！因為阿古拉打破了她和我們親切

的國王之間的婚姻關係，並且放棄了她的心臟和她的手，好像她已經單身，再次與夫嘎-赫藍！

而他作為國王神聖權利的實際叛變者，從而實現了他期待已久的願望。今天的收購可能帶給他

與我們的好國王一樣的利益！否則我對他沒有其他的願望！ 

 

3. 但我是一個巨大的騾子，我幾乎為這個地獄之獸獻上了生命！如果我只讓她詆毀夫嘎-赫藍，

她肯定不會再活著了;我愚蠢到裝飾她和現在她盡可能天真無邪在將軍之前！ 

 

4. 現在這是我和國王的獎勵，她已經拒絕了我們，而且我們很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將榮幸地一個

完全無辜的毒針交換，非常謙卑無辜地咬住灰塵;或者我們會用溫柔的話語強迫，永遠離開漢諾

赫城，然後在老虎，鬣狗和熊之間找到一個住所 - 你覺得怎麼樣，古拉特， - 我是對還是不對？

“ 

 



5. 古拉特說：“我的朋友，如果由我決定，我認為，我們今天仍然應該收集我們的寶藏，在黑

暗的掩護下離開漢諾克，而不是明天，因為我認為至少它可能是已經太晚了！ 

 

6. 因此，立刻聚集我所有的僕人，並在他們和我們自己的利益的最嚴格保密下，給出這些指示！

一百駱駝帶著我們的財寶，我們的一百條，另外一百條我們隨行人員到地球的一些偏遠地區;因

為從現在開始，在這個偉大的世界帝國中生存是不可能的！ 

 

7. 人民被愚弄到最高層，而更好的人則是欺騙，詭計，虛偽和政治;實際的統治者無論如何都是

我們的敵人，因為他肯定會嚴格按照阿古拉的曲調跳舞，因為誰現在很可能會討厭我們，因為

我們沒有開始因絕望而憤怒因為她的失敗！“ 

 

8. 在這裡，德呼特向窗外望去，驚訝地看到阿古拉和夫嘎-赫藍靠近宮殿並向國王表明了這一點。 

 

9. 當國王註意到這一點時，他尖叫道：“以所有人精神的名義， - 我們迷路了！“ 

 

10. 但德呼特，誰已經解雇了所有女人，對古拉特說：”朋友，聽著：狡猾反對殘忍！讓我們

迅速撕裂我們的衣服，然後把自己扔到地上哭泣和悲傷， -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11. 古拉特和德呼特立即做到這一點，幾乎沒有哭幾分鐘，阿古拉隨著將軍走過門而且非常感

動對兩個人，就是先到了古拉特並問他出了什麼問題。 

 

12. 他稍稍恢復過來，喊道：“噢阿古拉，阿古拉，你是天堂般生物！我想你;痛苦消耗了我！

我不得不離開你外在;但是，我的心，我的心，永遠不能與你分開！“ 

 

13. 這裡阿古拉安慰國王，說：”不要哭得那麼厲害！看哪，我和你們在一起，願與你們同在，

並以溫柔的愛你們;和夫嘎-赫藍仍然是我們最親愛的朋友！“ 

 

14. 在這裡古拉特再次上升，擁抱都阿古拉和夫嘎-赫藍。然後還德呼特被扶站在他的腿上。 

 

15. 接下來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