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71 德呼特在阿格拉之前的虛偽言論。撒旦阿格拉在德呼特的一致。 

阿格拉的兩個姐妹作為對將軍和德呼特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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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德呼特也從他表面上的悲傷中恢復過來時，當然也是沿著喜劇演員的方式 - 他也非常害羞

地吻了阿古拉的裙子，向夫嘎-赫藍最深的敬意敬，然後對他說： 

 

2. “我已經對完全絕望的古拉特說了這句話，作為一種安慰的安慰：'朋友，讓我安慰你;相信眾

神，並高度信任你最誠實和最高尚的朋友，並在大理石上建造基於對天堂般的阿古拉的愛，你

很快就會讓自己相信這件事與你在巨大的悲傷中想像的完全不同！但這些話對他來說無濟於事，

他像以前一樣肆虐。 

 

3. 過了一會兒，我握住他的手再次對他說：'偉大帝國的國王，朋友古拉特，聽我說！你是完全

錯了如果你把天堂性格阿古拉的放在與我們同等的水平上！看哪，她是地球上第一批人居住的

神聖高地上的男人的女兒;但我們不再是人類，而只是幾乎僅人類的淡淡的影子。 

 

4. 因此，我們必須自己比較阿古拉就像陰影，因為她獨自仍然是人類現實，我們只幾乎沒有一

個影子在夕陽的，假裝偉大在我們的性格，而我們所有人在性格方面都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天堂

般的阿古拉！ 

 

5. 但如果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想要獲得人類的崇高榮譽，我們就必須走路與阿格拉像走與身體，

從不認為她有能力犯下反對我們的本性！“ 

 

6. 當我向古拉特說過這句話時，他平靜下來但仍然痛苦不堪，很快又陷入了無邊的悲傷中並哭

了起來：'阿古拉是我的心 - 我的頭是夫嘎-赫藍！我也不能丟失沒有失去我的生命，然而一個

人失去了，阿古拉或夫嘎-赫藍。 

 

7. 當我從他那裡聽到這一消息並意識到我所有有根據的安慰仍然完全沒有結果時，我自己卻被

深深的憂鬱所困擾，我也陷入了極大的悲傷！“ 

 

8. 在這次演講中，或者更好的是，在這一次即興的謊言中，阿格拉完全感動，直接走向仍然非

常沮喪的表現的演說家，握住他的手，按在她的心臟上說： 

 



9. “你總是證明你自己是我的朋友，並且總是和我一起站在一起;但是這次，你永遠不證明你自

己是我的朋友，國王和夫嘎-赫藍！這就是我想要的原因獎勵你，正如之前在這個城市沒有人得

到過獎勵！ 

 

10. 看，我有兩個姐妹，她們在美麗方面並不遜色於我！我會把她們帶到這裡，一個給你，一

個給所以夫嘎-赫藍我可以和古拉特呆在一起;而且我認為這個價格會在我們周圍形成一種聯繫，

而這種關係將無法撕裂！“ 

 

11. 有了這個建議，所有人都很滿意，並立即做出安排，從高處取出這些姐妹。 

 
 

HoG V3/272 與阿格拉的父親瑪哈爾的牧羊人一個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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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名男子的整個大篷車被命令帶上被稱為貔饒和格拉的兩個姐妹。 

 

2. 當大篷車覆蓋了一半的距離時，他們發現了一個非常漂亮的高山牧場，幾個牧羊人放牧了一

大群綿羊和山羊，並保護這些牧群免受貪婪的野獸襲擊。這些牧羊人有小屋，手持劍，彈弓和

長矛。 

 

3. 大篷車領隊向一位牧羊人詢問他們是否認識某位瑪哈爾的女兒，稱為貔饒和格拉。 

 

4. 牧羊人說：“你從哪裡詢問我主人的漂亮女兒？我的主人確實有三個女兒和兩個兒子;他不得

不送一個兒子到深處，宣揚悔改和赦罪在上帝面前，或接近判斷，如果深地不會轉換。所以兒

子離開，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5. 因此，一個名叫阿古拉的漂亮女兒也失去了;到這個時候我們不會但是知道她變成了什麼。誰

知道她是否落入類似大篷車的手中，從而成為了深處的獵物！因此，首先告訴我們你是誰，是

誰送你到這裡，然後你會收到關於貔饒和格拉的信息！“ 

 

6. 大篷車的領導說：“聽我的話，你們是你們主人的誠實牧羊人！阿古拉親自把我們送到這裡，

我們應該把她的兩個姐妹帶給她！但是阿古拉現在是一個偉大的女王，在全球範圍內擁有無限



的權力，並且我們自己都是她的僕人。但她的兄弟沃爾塔已經去世了。怎麼樣， -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他的頭，在一個水晶甕中塗上防腐劑，在大女神納梅的寺廟中展示！“ 

 

7. 當牧羊人聽到這個時，他們中的第一個說：”從你的談話中我推斷你有說實話！因此你可以

待在明天;瑪哈爾將帶著他的兩個女兒來到這裡，然後你可以直接和他談談他的女兒們。 

 

8. 當他認真地從你那裡得知他的阿古拉是一個深處的女王，那裡應該是一個大城市，我們當然

沒有這個概念，他很可能會和你一起去看望他的女兒。當她迷路時他哭得那麼厲害！“ 

 

9. 當大篷車聽到這個時，他們和這些牧羊人住在一起，第二天早上等著瑪哈爾和他的兩個女兒。 

 
 

HoG V3/273 第二天早上，牧羊人讚美之歌。從上面的話到牧羊人。與瑪哈爾及其追隨者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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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夜晚結束時，這些牧羊人像往常一樣不得不與野生動物進行相當多的戰鬥，太陽剛好在地

平線上，所有的牧羊人都摔倒並讚美並榮耀上帝，因為祂如此保護地大力幫助他們並在夜間與

野生動物作鬥爭，並要求祂繼續提供救援。 

 

2. 但是一個聲音像強大的雷聲一樣從空中飛來，對牧羊人說：“把肥豬趕回家，把它放在穀倉

我的僕人諾亞！因為他的兄弟瑪哈爾今後不會要求這個折疊;因為今天他決定和他的女兒一起去

被詛咒的深處去尋找他的財富。 

 

3. 諾亞會給你一份工作我要告訴他。如果你忠實地遵守我對諾亞的意願在審判的那一天，我不

會讓你嚐到我的憤怒;但如果你在履行我的意誌時發牢騷，你會在死亡臨到你的最後一刻恐懼中

嚐到我的憤怒！就這樣吧！“ 

 

4. 當牧羊人聽到這樣的聲音時，他們倒在地上，榮耀歸於上帝。 

 

5. 但是當他們再次從地面上升時，大篷車領隊去了一個牧羊人，問他雷聲是什麼，以及牧羊人

是否理解了雷聲，因為他們聽得很明顯。 

 



6. 牧羊人說：“這不是普通的雷聲;因為普通的雷聲不是來自清風！這雷聲是上帝對我們的聲音，

並吩咐我們這樣做，並告訴我們瑪哈爾，我們的主人到現在為止，今後將不再是我們的領主;因

為他將與女兒們一起走向被詛咒的深處，以尋求新的幸福！如果你在這裡等待，你一定會很快

見到他和他的女兒！“ 

 

7. 在這些話之後，牧羊人開始召喚羊群，開始前往諾亞，從而離開了大篷車;但他們一直等到接

近晚上，但是瑪哈爾沒有露面！ 

 

8. 領導說：“我們怎能這麼愚蠢地讓牧羊人去？！誰知道他們在遇見他之後可能對他做了什

麼？！因此，讓我們去見他;也許他迫切需要我們的幫助！“ 

 

9. 根據這些話，整個大篷車立刻上升並向上移動。 

 

10. 當他們旅行了三個小時，他們遇到了一個陪伴，在他們中間的瑪哈爾，他的兩個女兒和一

個兒子;然而，在詢問公司之後，大篷車向瑪哈爾解釋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 

 

11. 但是，當瑪哈爾從大篷車中學到了這樣的好消息時，他對他的隨行人員說再見，然後快樂

地隨著歡呼的大篷車向深處移動。 

 

12. 他在哈諾克接待之後。 

 
 

HoG V3/274 瑪哈爾和大篷車抵達維納斯神廟。瑪哈爾和凱薩爾的驚訝。在皇宮隆重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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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從山上來的路，可能是最糟糕的，最少被踐踏的，直接通過在開放的寺廟附近經過的美

女神的花園，因此我們從山上的徒步旅行者不得不穿過這個可疑的花園並接近寺廟。 

 

2. 在沒有其他時間，這座寺廟的訪問次數比現在更多，當時有消息傳到最近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同樣也是我們的團隊，目前沒有什麼比他們的好奇還活著，注意到寺廟裡的許多遊客，因此他

們自己想調查發生了什麼。 

 



3. 但是大篷車的領導人對瑪哈爾說：“我們偉大的女王阿格拉的尊者和最高尚的父親！看哪，

有一群強大的人群！我們需要一個小時才能到達寺廟附近;但要進入聖殿本身，顯然是絕對不可

能的！ 

 

4. 因此，暫時滿足於從遠處看這個景象！但如果你想更詳細地觀察這一切，你將能夠在公司中

輕鬆查看所有內容國王;因為如果國王來了，所有的人突然讓路，最虔誠的離開這個地方給國王！

“ 

 

5. 在此聲明中，瑪哈爾遵守並繼續使用大篷車。 

 

6. 當他進入這個城市時，他的驚奇發現沒有盡頭。在每座宮殿建築物中，他都停下來，非常欣

賞它。 

 

7. 同樣，他的孩子們也非常驚訝。這個名叫凱薩爾的兒子經常問這是否是人類建造的。 

 

8. 因此，閃閃發光的拱形商店極大地吸引了兩個女兒的眼睛，另一個在任何一家新店詢問，是

否可以獲得這些美麗的東西，以及他們屬於誰。 

 

9. 這位領導人幾乎嘶啞地說出了所有的解釋，並且在四個小時後他們到達了宮殿的廣場時非常

高興。 

 

10. 但當大篷車抵達宮殿前，國王，王后，夫嘎-赫藍和德呼特立刻帶著一個極其閃亮的皇室出

來，以最友好的方式接待了整個社會並帶領他們到了宮殿。 

 

11. 在這樣最幸福的環境下，瑪哈爾努力想要找到自己心愛的女兒，因為他已經為此深深地哭

泣。 

 

12. 而夫嘎-赫藍立即去了貔繞，誰從他第一眼看到她時就迷住了他，並向她詢問了美麗的貔繞

給他天真的答案的各種事情，這使得將軍非常高興。 

 

13. 同樣，德呼特也在格拉中找到了極致的幸福。 

 

14. 但是阿古拉躺在她父親和她的兄弟凱薩爾的懷抱中，陶醉於幸福，幾乎無法說話。 

 



15. 但是古拉特立即下了一頓大餐，立刻為新來的親戚帶來了皇室服裝。 

 

16. 因此這個家庭在哈諾克接受了。 

 
 

HoG V3/275 瑪哈爾堅不可摧的 500 歲山地服裝。瑪哈爾因換衣服而倔強。阿格拉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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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皇室服裝被帶進來，男女服裝大師站在那裡時，古拉特去了瑪哈爾並要求他用柔軟的皇家

服裝交換他的硬山服裝。 

 

2. 但是瑪哈爾在這裡想到了他的上帝並且說：“我的高個子女婿！看哪，我已經年老了，並且

倖存了許多國王的深地！ 

 

3. 我的兄弟諾亞仍然知道拉麥的時代，我知道烏拉列誰跟隨了特霸卡，然後是千名議員，然後

是噢拉德，誰從他們的議員中出來並重新開放了拉麥神廟。 

 

4. 看，這件衣服，現在已經覆蓋了我的裸體，為我服務幾個世紀以來，它是堅不可摧的;因為它

仍然與耶和華給予地球上第一批人的投擲射手編織在一起！如果我脫掉這件保護我身體的堅不

可摧的衣服，那對上帝會有什麼樣的忘恩負義？從炎熱和寒冷中接近五百年，並穿上這件柔軟

的皇家禮服！ 

 

5. 看，這件衣服不是很迷人，沒有光澤;但它比所有裝飾著金和寶石的衣服都更珍貴。！因為你

所有的衣服都變髒了，然後必須再次清洗;但是這件我的衣服掛在我的身上已有將近四百年了，

從來沒有變髒，卻保持身體清潔。 

 

6. 因此，我永遠不會穿上會變髒的衣服，但會留在不僅不會髒的衣服上，而且那還會消耗身體

的所有污垢，從而給身體帶來持久的健康！“ 

 

7. 古拉特對這種堅持不安感到驚訝，並秘密地轉向阿古拉並問她在這裡可以做些什麼。 

 

8. 但她說：“讓他的意志佔上風！我認識他;他今天不想要的，你尊重他的意志，他做第二天！

他仍然堅持老上帝;但是當它歸結為它時，為了行使過多的克己，他就能像我們一樣犯罪！ 



 

9. 但是，今天不要再說更多關於換服裝的事了，否則你會讓他完全不靈活;但到了晚上，他把白

色的衣服放在他的臥室裡，明天他就把它們放在他身上，雖然不完全但肯定是穿著他堅不可摧

的衣服！“ 

 

10. 而且古拉特也暗暗問她，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那是什麼她的父親說過他那神秘的長壽和

他的衣服。 

 

11. 阿格拉說：“你可以相信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因為當他自己當妻子時，他已經接近四百歲了。

在我們這些孩子身上，你可以清楚地註意到它，因為我們已經過了你的晚年，但看起來仍然好

像我們仍然是你最溫柔的青春期！“ 

 

12. ”是的，古拉特說，”那個是真的;現在我相信了！但它確實非同尋常！但這會是禮服的結

果嗎？“ 

 

13. 而阿古拉說：”這只是老上帝的原因，祂是唯一的上帝，沒有別的永遠在祂自己身邊！ - 

但現在沒有更多關於這一點;這頓飯準備好了！只有明天你才能了解你的阿古拉真實的一面！但

是現在我們走進餐廳吧！“ 

 
 

HoG V3/276 瑪哈氏家族在皇室餐桌上。瑪哈爾關於沃爾塔的問題。 

阿格拉的藉口。沃爾塔的頭牆。瑪哈爾穿著皇室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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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整個公司都去了桌子，桌子上擺滿了最珍貴的菜餚，然而，瑪哈爾吃得很少;因為他的味

覺不習慣這種美味，更不用說他健康的山胃了。 

 

2. 但是貔繞和格拉更喜歡這裡的食物;因為她們的好奇心驅使她們至少品嚐每道菜的一點點。 

 

3. 吃完飯後，他們聊起了無關緊要的事情，並以甜蜜的閒散度過了一段時間。 

 

4. 只有瑪哈爾曾多次詢問阿格拉關於沃爾塔的問題，但總是收到一個迴避的答案，因此是留在

黑暗對此。 



 

5. 但是阿古拉秘密地將她的幾個僕人送進了花園，並指示隱藏沃爾塔的頭部，即將它移到花園

偏遠地區的花園牆壁上，並在最嚴格的印章下處死保密。 

 

6. 這個命令在第二天早上準時完成;對於分配給阿格拉的僕人說：“我們必須非常準確地服從她;

因為如果她不饒恕她自己的兄弟，她就會更少饒恕我們！因此，完全沉默吧！” 

 

7. 當第二天早上工人們返回時，他們立即向阿古拉報告了他們隱藏沃爾塔頭部的方式和地點。 

 

8. 並且阿古拉獎勵他們，並且再一次命令他們保密，甚至在國王，將軍和德呼特之前。 

 

9. 僕人們最神聖地答應了這一點然後走了。 

 

10. 但當主要公司在國王大廳重新召集時，瑪哈爾失踪了。 

 

11. 他立即被派去看他未出現的情況。 

 

12. 當他們進入他的房間時，他被發現忙著把皇家服裝放在他那堅不可摧的衣服上面。 

 

13. 他受到了讚揚，然後在成千上萬的指導下被引導到大廳，那裡有一頓美味的早餐。 

 

14. 就這樣，在第二天，整個家庭從高處都非常喜歡他們的皇室禮服。 

 

15. 以下將顯示進一步發生的事情！ 

 
 

HoG V3/277 夫嘎-赫藍渴望阿格拉的兩個姐妹。夫嘎-赫藍與德呼特的物物交易。 

德呼特為國王；阿格拉是德呼特）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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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過後，夫嘎-赫藍起身對阿古拉說：“阿古拉，你是地球上所有女人的美麗裝飾品！除了

你，只有你的兩個姐妹在你的美麗階層！我喜歡格拉，就像貔繞一樣，真的，對我來說這將是

一個艱難的選擇！ 



 

2. 但是，如果我可以誠實地說從我的心，我說，我寧願把她們兩個當作堅定的妻子，而不是兩

個中的一個！如果德呼特同意，他會在我身上找到一個強大的朋友;但這取決於他的自由善意！

“ 

 

3. 當阿古拉從夫嘎-赫藍那裡聽到這樣的消息時，她立刻轉向德呼特並秘密地對他說：“我親愛

的德呼特，你聽說過夫嘎-赫藍的願望嗎？你對此有什麼看法？” 

 

4. 德呼特說：“不幸的是，是的！但是我應該在這裡做些什麼呢？除了為了政治而把自己的枷

鎖放在心上並咬緊牙關並轉好一張臉對為邪惡的遊戲！只是想法那保證我的你的愛，天堂般的

阿格拉，可以安慰我這樣的損失;否則我不得不從純粹的悲傷中消亡！“ 

 

5. 但是當阿格拉聽到她的船長如此愉快的談話時，她對他說：”是的，德呼特，在我心中你會

找到一千倍的替代品！但是現在去夫嘎-赫藍，給他他的願望 - 它會沒事的！“ 

 

6. 然後德呼特站起來走向將軍並對他說：”朋友，儘管你需要一個沉重的代價我，是的，否則

我將給予整個世界的價格;但是為了向你展示你對我的興趣超過了整個世界，我想帶給你，這是

我最大，最深，最有影響力的朋友！因此，從我內心深處，我放棄了所選擇的一個給你，並祝

福你和她，以及我已經預定的未來幸福！“ 

 

7. 這裡夫嘎-赫藍擁抱了德呼特，親了他然後對他說：“德呼特，就像我的名字肯定是夫嘎-赫

藍並擁有我手中的所有權力，因為這肯定會為你帶來收益，然而直到現在世界還沒有夢想過！ 

 

8. 暫時我只告訴你：德呼特，你是國王，古拉特只是徒勞的傀儡！因此，艾格拉是你的，你可

以讓已經變得非常愚蠢和軟弱的古拉特活得很好，讓他為人民著想;但就權力而言，它掌握在我

和你的手中。 

 

9. 看，這是我的進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未來會告訴你！“ 

 

10. 在這些話之後，兩個朋友再次吻了一下，德呼特現在對他犧牲的好處完全滿意，立刻回到

阿古拉並告訴她好消息。 

 

11. 阿古拉立即抓住了德呼特的手，將它壓在胸前說：“現在我的願望實現了！你現在是我的！

“ 



 

12. 進一步 - 以下將顯示！ 

 
 

HoG V3/278 瑪哈爾的要求信息和阿格拉的答复。瑪哈爾對哈諾克地獄條件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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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老瑪哈爾也聽到了一些關於所做出的安排的事情，因此他的兩個女兒也被授予夫嘎-赫藍

作為一個男人的妻子們。因此，他去了阿古拉並向她請求了更好的解釋。 

 

2. 阿格拉說：“聽著，我親愛的父親！在崎嶇的高地上，你自然會被問到你的女兒是否被允許

帶走一個男人和一個什麼樣的男人;但這裡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事情順序，並且由於這一切都一定

對你好，什麼這個偉大帝國的第一任統治者想要的並且正在決定： 

 

3. 但統治者是那個人把你的兩個女兒當作妻子的男人 - 對你和他們來說什麼是無法形容的好運 

- 然後我，你的女兒阿古拉作為這座城市的女王和整個無盡的偉大帝國，最後是德呼特，這個

年輕英俊的男人剛剛交談與將軍的大祭司夫嘎-赫藍本人。 

 

4. 有了這三個統治者，你必須始終努力成為他們不變和最好的朋友，你將在他們中間擁有最無

憂無慮和最好的生活;在相反，雖然我的父親，你將不得不忍受極大的煩惱和逆境！因此，要保

持沉默，顯示夫嘎-赫藍你很高興他選擇你的女兒為妻子;因為通過這個選擇，你的身分也增長

了！“ 

 

5. 當瑪哈爾從他的阿古拉那裡聽到這樣的聲音時，他慢慢地開始意識到風在吹向哪一側，並且

非常安靜地開始在耳後抓劃自己，輕聲說道。對艾格拉： 

 

6. “我很清楚，這就是這種情況，為了你的緣故，我會為每一個場合豎起一張好臉;但請告訴我：

王是什麼，如果你，夫嘎-赫藍和德呼特是王國中最高的人？我的兒子凱薩爾會在這裡變成什麼

樣？“ 

 

7. 而阿格拉說：”古拉特國王是夫嘎-赫藍的軟弱朋友而且是愚蠢的！因此，他穿著國王的衣服

和身分，但他沒有力量！但是德呼特是真正的國王，我是他的妻子;因此，你必須傾聽他並遵守

他所要說的一切！“ 



 

8. 瑪哈爾進一步問阿格拉說：”如果這里安排了一切，那麼上帝與你同在的力量是什麼？上帝

從來沒有向你諮詢過嗎？“ 

 

9. 阿古拉用手指著她的額頭說道：”看，上帝的會議就在這裡！這就是人必鬚髮展並採取相應

行動的方式，然後他肯定會按照上帝一直給他的忠告行事！或者你知道一個更好的嗎？“ 

 

10. 瑪哈爾沉默了;因為他現在清楚地意識到地獄已經在深處建立了它自己的統治。 

 

11. 但是阿古拉去了夫嘎-赫藍並秘密地和他談了一些事情。 

 
 

HoG V3/279 凱薩爾被任命為警員。瑪哈爾的先知解釋。瑪哈爾為兒子沃爾塔的逝世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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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阿古拉與夫嘎-赫藍秘密討論的是，他是否無法以某種官方任務的方式容納她的兄弟凱

薩爾，於是夫嘎-赫藍向她建議阿古拉應該任命他為常駐法院警長，如果他能在第一次任命中獲

得合適的技能，那麼他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向他提升。 

 

2. 當阿古拉從夫嘎-赫藍那裡聽到這樣的消息時，她立即去找她的父親，並對他說：“既然你早

些時候問過我兒子的未來，我可以告訴你，他被任命為常駐法庭警長，這是一個非常光榮的職

位如果他通過勤奮的閱讀和學習來區分他自己以獲得更高的知識，他很快就會很容易上升到更

高的職位！你對凱薩爾的這個非常有利的主張是否滿意？“ 

 

3. 瑪哈爾說：“女兒，我對一切感到高興;但有一件事我必須從高度變得非常微薄的事情告訴你，

因為你肯定不會完全忘記亞當，塞思和以諾的上帝，以及這一個事情是跟隨如下： 

 

4. 這個王國的所有強大的統治者都不應該太長而有益的未來計劃對於你現在的憲法制定;因為作

為事情是和你站在一起現在，它是不可能繼續更長的時間，因為你完全背離了上帝，完全過去

了人類崇拜的純粹偶像崇拜，從而陷入了一個最遙遠，最黑暗的世界！ 

 

5. 我告訴你：不超過十七年，以及你的體型和你的城市都沒有找到任何痕跡！因此我將再次離

開你，並將回到我的兄弟諾亞在高處的;但我首先想看到並與沃尔塔說話！ 



 

6. 阿古拉有點吃了一驚，但很快就恢復過來說：“做你想做的事;從我們這邊不會妨礙你！但對

於沃尔塔來說，很難再見到他，因為他開始前往探索新的世界，因而永遠離開了我們，其原因

在於我作為他的妹妹一樣無法幫助他成為他的妻子！“ 

 

7. 在這裡，瑪哈爾非常興奮，但是咬了一下嘴唇，過了一會兒就說：“因此 - 沃尔塔死了！ - 

阿格拉，阿格拉！主會嚴厲懲罰你！” 

 

8. 於是他遮住了臉，哭了起來。 

 
 

HoG V3/280 瑪哈爾對夫嘎-赫藍的講話以及後者的委婉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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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夫嘎-赫藍注意到老瑪哈爾哭了，他去找他并告诉他他悲伤的原因。 

 

2. 玛哈尔说：“你是这个王国的主宰，在任何时候都享有上帝的荣耀和怜悯，如果你知道我此

时所知道的，你也会和我一起哭泣，想要大声哀号！ 

 

3. 看哪，主已经赐给我内心的亮光，在这光中，我看到你在上帝面前的，也看见你们所有人的

厄运！我怎能不哭？！ 

 

4. 我的儿子沃尔塔，作为先知被上帝赐给你，已经被你杀死在精神 - 谁知道他的身体是否也是

如此！ 

 

5. 然而，如果你让他在体内被杀了一千次，我会笑一笑，因为我的儿子仍然会在精神活在上帝

面前;但是既然你已经杀死了他的精神，他已经死了，永远失去了！ 

 

6. 所以我的孩子们都会这样！阿古拉是已经三倍死了，凱薩爾，皮拉和格拉很快就会出现在你

的宪法中，如果你不再追随这个领域的前国王所拥有的脚步走了，他那时被称为拉麦，特霸卡，

烏拉列和噢拉德，在上帝面前是正义的！“ 

 



7. 当夫嘎-赫藍从上帝开悟的瑪哈爾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时，他想了一会儿，最后以最冷静和沉着

的态度说：“你可能是对的， - 因为我很清楚这一点地球居民在高地擁有一种古老的智慧，我

们不幸地不再具有这种智慧;但是，我们并不像你一直想象的那样愚蠢！ 

 

8. 我们有，从严格意义上说，更多的偶像崇拜比任何纯粹的承认上帝;但因此上帝的实际本质，

并不排除。因为通过展览，我们只为人民感化一个全统治神的配體力量，并崇拜他们因为他们

是神圣的力量。甚至上帝亲自也不能認為这是不公正的！ 

 

9. 但，如果我们加上名字为这些力量，并感化他們通过相应的艺术形状为人们和使他們被人们

崇拜，說，表达感情，那么，这对于上帝，誰是最明智的，作為一個憎恶？！ 

 

10. 如果你看一座宏伟壮观的建筑，欣赏并赞美它，那就说：你是否因此不也是赞美建筑师？！

如果你只赞美他的人，批评他的作品，你是在称赞建造者吗？当然，建造者不会为这样的荣耀

感到高兴！ 

 

11. 根据这一点，我们对上帝的认可也是我们的领导關係对应人民！我想带你来回走动在整个

帝国，如果你要听到我们对不公正的抱怨，你可以杀了我！ 

 

12. 看哪，各国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中间没有贫穷;到处都是艺术和科学繁榮。说，你的上

帝还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祂想杀了我们，祂应该这样做， - 我们是祂的怜悯！不过，根据

我的意见，祂是否会做对，我们可以暂时离开這！ 

 

13. 但现在跟我走吧，我会展示你一切我们是的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说出什麼你

看起来我们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