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81 瑪哈爾對夫嘎-赫藍的明智回答以及他對哈諾克的政治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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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瑪哈爾從夫嘎-赫藍聽到這個消息時，他說：“我的上帝和我唯一的主人！你不會放

棄你的老僕人，以至於他認為深度的夜晚是光明的嗎？！ 

 

2. 夫嘎-赫藍，它是你的意見那外在的人類思維可以與內在精神的光競爭，並可以挑戰它的力

量？！ 

 

3. 你的講話在世人耳中聽起來很合理;但儘管如此卻令人憎惡在精神的耳中！ 

 

4. 是的，如果你認真對待它，因此它是完整的，純粹的真理，那麼這個問題仍然可以證明是合

理的;但是因為如此你的憲法理由為你人民是虛假的幸福。你的人民不是你在這裡向我提出的那

個人，在精神的宮廷面前，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為你的憲法找到！ 

 

5. 你可以展示我虛無或所有什麼和，不管你做了什麼，怎麼做，它將不能改變真理在我的精神;

因為我可以看在我的精神通過看到密集，正義，美麗的面具下你的體質，腐爛的骷髏！ 

 

6. 怎麼可能你想嘗試，向我展示一個公正有序的生命，在那裡我發現除了腐爛和腐爛的屍體之

外什麼都沒有？！ 

 

7. 但是，你可以學習如何我在我的精神清楚地看到你的憲法是如何建立的，我告訴你：你，古

拉特和德呼特，以及成千上萬的精英，不相信任何東西 - 既不是舊的，也不是新的上帝，也不

是死後的生命，因此你所有的宗教都是幻想為人民的！ 

 

8. 是的，如果你教導什麼你相信你自己，那麼你就不會欺騙人民;因為那時你至少會誠實地對待

人民，人們會知道他們的立場！ 

 

9. 你的座右銘是：幻想和政治！你說話的方式與你的想法不同，通過你的行動，你總是希望實

現隱藏的目的，這些目的甚至與你外表的意圖無關！ 

 

10. 好吧，朋友，我問你：這樣一部憲法對於一位高度智慧的上帝來說是否是正義的， - 他是

永恆的愛和智慧本身，因而是永恆的真理，秩序和正義？ 



 

11. 因此，它是沒有必要讓我看到你做了什麼，怎麼做;因為我看到了理由在你裡的！“ 

 

12. 瑪哈爾的演講使夫嘎-赫藍非常蹣跚;因為從中他太清楚地意識到他的政治暴露就像一個最清

晰的一天。因此他沒有說而是：”基本上你可能是對的;但是，請跟我來看看，你會說不同！“ 

 
 

HoG V3/282 在瑪哈爾的帶領下，步行到美麗女神的花園。馮夫嘎-赫藍和玻璃壺沃爾塔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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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哈爾說：“好吧，朋友，我會和你一起去，因為我不怕你，因為耶和華與我同在！但禍到

你自己了，邪惡的思想會在你心中升起;因為那時你很快會意識到天地之主與我同在！我現在就

和你同去！“ 

 

2. 在瑪哈爾的這些話之後，夫嘎-赫藍立即召喚了他非常有光澤和非常大的儀仗隊，他自己也準

備搬出去;但在那一刻，他想到他也應該帶著瑪哈爾和凱薩爾和兩個女兒，否則他們很容易受到

阿古拉的一些秘密憤怒的傷害。他因此問瑪哈爾。 

 

3. 瑪哈爾同意了這個提議並說：“你可能會這樣做;因為將兄弟姐妹留在照顧一個自相殘殺的妹

妹密謀他們的死亡是”不安全的。 

 

4. 在這些話中，夫嘎-赫藍被嚇了一跳他問瑪哈爾：“神秘的人，誰告訴你阿古拉對她的兄弟做

了什麼來保護這個王國？在大多數情況下，你怎麼能知道什麼對我們自己來說仍是一個謎？“ 

 

5. 而瑪哈爾說：”我知道這一點，因為主告訴我;但是你可能什麼都不知道，因為你們在世間的

夜晚和地獄中無休止地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在這裡，沒有神聖的光芒，只有上帝的忿怒，精神

和死亡的夜晚！ 

 

6. 但是，讓我們現在搬出去，但首先是我的精神將引導你的地方， - 因此，無論你要帶我去哪

裡，我都會跟著你！“ 

 

7. 而夫嘎-赫藍說：“好吧，告訴我路，我想看看你，神秘男子會把我帶到這個過於龐大的城市

作為陌生人！” 



 

8. 在這些詞之後，夫嘎-赫藍，瑪哈爾，凱薩爾，皮拉和格拉開始行走，瑪哈爾領導夫嘎-赫藍

直奔前選美女神，通過這將軍是非常驚訝，該陌生男子通過數百個街道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在這

個城市的花園。 

 

9. 但是當他們到達花園時，瑪哈爾帶領夫嘎-赫藍直到前一天深夜，阿古拉將沃尔塔的頭部與玻

璃缸石頭連在一起。 

 

10. 抵達時夫嘎-赫藍問：“好吧，朋友， - 我該怎麼辦？” 

 

11. 瑪哈爾說：“打破這片新牆 - 但仔細一點 - 這樣你就可以說服你自己那神聖之光在內心的看

得更多比你所有的秘密城市，公民和線人的間諜系統！” 

 

12. 夫嘎-赫藍立即做到這一點，當利基從新的覆蓋牆中解放出來時，頭部的骨灰盒變得可見。 

 

13. 夫嘎-赫藍驚訝地大聲喊道：“以所有魔鬼的名義，這頭如何到達這裡？“ 

 

14. 瑪哈爾說：“你怎麼能問我這個？如果你不知道你王國的所有秘密，你應該知道什麼？！

你不知道阿古拉昨天指示她的僕人做什麼嗎？” 

 

15. 在這裡，夫嘎-赫藍的眼睛睜大了;但是瑪哈爾要求將軍進一步跟踪他，那裡還有許多其他的

秘密。而夫嘎-赫藍跟隨瑪哈爾。 

 
 

HoG V3/283 在瑪哈爾的指導下，在美麗女神廟中的夫嘎-赫藍。 

在被遮蓋深淵上方發現四處遊蕩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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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進入了寺廟。當瑪哈爾帶著夫嘎-赫藍到達那裡時，瑪哈爾對他說，用手指著沃爾塔女人

的棺材： 

 

2. “在那裡，看到我兒子死亡的真實和唯一真正的原因！我的任性女兒阿古拉的嫉妒讓這兄弟

因為這些不幸的女人們而被殺，然後用她自己的雙手用毒匕首殺死了她們！” 



 

3. 當夫嘎-赫藍從瑪哈爾那裡聽到這樣的聲音時，他感到非常恐怖，並且非常生氣地說：“如果

阿古拉已經像你現在告訴我的那樣完成了這一切，那麼她今天仍然會死得最痛苦無憐憫！” 

 

4. 但瑪哈爾非常冷靜地說：“哦，朋友，在你看到關於阿古拉交易的所有事情之前，不要努力

工作;因此，繼續和我一起走吧！” 

 

5. 於是小組繼續在住宅樓內跟隨瑪哈爾，瑪哈爾帶領夫嘎-赫藍穿過三樓的走廊。當他走到盡頭

時，他向將軍展示了一扇門 - 是一扇毀滅之門！ - 然後他問詢問將軍牧師：“你知道這精美門

後面發生了什麼嗎？” 

 

6. 將軍聳了聳肩說道：“我怎麼知道？當我為哈諾克最美麗的女人們建造這座房子的時候，我

自己也沒有這扇門！ - 這扇門背後是什麼？說話並告訴我！“ 

 

7. 瑪哈爾說，”讓你的人民要小心翼翼地打開這扇門，看看！“ 

 

8. 夫嘎-赫藍立刻用力將門打開，最初只發現一個狹窄，精緻的房間，內部空間不到一平方

fathom，背景中有一個非常小巧舒適的床。 

 

9. 在這一點上，夫嘎-赫藍說：“我看不出什麼特別的！” 

 

10. 瑪哈爾拿著一根長矛桿，用一個安裝在舒適床上的按鈕按下;在那一刻，這個小房間的地板

打開了兩扇翼門和深邃的黑暗深淵盯著驚訝的旁觀者。 

 

11. “這是什麼？”，將軍尖叫著。 

 

12. 並且瑪哈爾說：“一個精心策劃的垮台，對你，最阿古拉最近的工作！她想在這裡引誘你，

如果你來到這裡，她會用腳跟按下按鈕，你就成了這個深淵的獵物！你喜歡這種安排嗎？“ 

 

13. 這裡將軍開始發怒，因憤怒和憤怒而無法說話。 

 
 

HoG V3/284 瑪哈爾和夫嘎-赫藍在廟宇花園的娛樂室中。用中毒的針頭裝飾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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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過了一段時間，當夫嘎-赫藍看到足夠的深淵，那為他準備的時候，他的舌頭開始鬆動，

他非常激動地的靈魂：說出。 

 

2. “噢瑪哈爾的朋友！我現在請你說話，說一下女兒應該從地獄做什麼，阿古拉！告訴我，是

不是可能殺了她一千次最痛苦的死亡？！是的，我知道我是什麼我要去做！有一千次，我會以

最可怕的死亡威脅她，然後才能以最殘忍的方式殺死她！ 

 

3. 但瑪哈爾說：“朋友，我以我的上帝和我唯一的主的名義告訴你：放開你的憤怒和憤怒，直

到你在你的眼前完成了大量的行為之後才做出判斷。阿古拉或者至少準備好了！只有當你被引

入所有事物時，我們才會看到什麼樣的判斷我們可以對肇事者做！ 

 

4. 但是現在我可以繼續下去;因為我們遠遠沒看完所有的東西阿古拉在她的隊長德呼特的幫助下

執行和準備，誰今天已經成為國王！所以跟著我吧！“ 

 

5. 於是瑪哈爾將夫嘎-赫藍帶回了花園，即許多避暑別墅之一。在其中一個上面可以看到一個銘

文：“這是國王的快樂，這裡是國王的最高幸福”。然而，在避暑別墅中，建立了一個非常精

緻的寶座，即國王，旁邊是另一個舒適的床 - 當然是妃子。 

 

6. 而夫嘎-赫藍問瑪哈爾，魔鬼的工作是什麼。 

 

7. 瑪哈爾帶領將軍登上王位並說道：“你看到寶座的座墊上有千千萬萬的細尖針潛伏，每一個

都帶來了一定的死亡嗎？！ 

 

8. 你知道針的效果！看哪，他們也是阿古拉的作品！它的目的是運送女王不喜歡這個世界的所

有人，因此也是你，這是她最大的障礙！ 

 

9. 這些針的發明者是德呼特本人，如同你已經看到了玻璃房子裡那棵小樹最有經驗的種植者。 

 

10. 他是如何獲得這種植物的種子的？ 

 



11. 看，種子是地獄的產物！德呼特參觀了一座建在一座著名的山地峽谷的公牛廟，他遇到了

一個奇怪的人，他給了他種子，教他如何把它放到地上，效果如何屬於這種植物。 

 

12. 德呼特將穀物放入土中，幾天之內就已經出現了一種不祥的植物泰德！他教阿古拉它的效

果，她很高興。這就是小尖刺謀殺武器的原因。 

 

13. 你覺得這個怎麼樣？ - 我看到你已經因恐怖和憤怒而愚蠢！但我告訴你：繼續跟我，你會

看到更好的東西！“ 

 
 

HoG V3/285 新發現：德呼特的秘密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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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夫嘎-赫藍說：“我為什麼要和你一起去看看阿古拉所有最惡劣的措施來摧毀我的？！到目

前為止，我已經看到了足夠多的東西，這足以讓她死定，而且如果她是你女兒的一千倍！所以，

現在請和我一起去，這樣我就可以告訴你我的一些安排。“ 

 

2. 瑪哈爾回答說：”特別是這次你不得不和我一起去;對於你現在將要看到的，對你的救援來說

將是最重要的！ 

 

3. 你到目前為止所看到的，是毀滅你的人的不成功的安排;但是你現在看到的東西威脅要一擊摧

毀你所有的力量！ 

 

4. 所以，快點跟我來，這樣我們可能不會太晚去那裡;我現在要告訴你的是，不是在這個花園裡，

而是在城市稍遠的地方。因此，讓我們快點繼續前進！“ 

 

5. 根據這些話，夫嘎-赫藍立刻召集了所有隨行人員，整個大公司離開了花園，跟隨著瑪哈爾。

他走過了繞城的小巷和街道。兩個小時之後來到大城牆內的一個大而開闊的空間，其中非常奇

怪的是，夫嘎-赫藍一無所知。 

 

6. 到達時，瑪哈爾問夫嘎-赫藍：“朋友，你知道這個地方嗎？“ 

 



7. 而且夫嘎-赫藍驚訝地回答：”我實際上是在這個城市出生但不記得曾見過這個地方或聽說過

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有多大，可以組建一百萬名戰士？“ 

 

8. 而瑪哈爾說：”朋友，只需要一點耐心，你很快就會看到這裡發生了什麼！只要看看這個區

域最遠的角落，需要一個小時的步行才能到達，你會看到許多人的運動！“ 

 

9. 而且夫嘎-赫藍看起來更加緊密，很快就看到一支整齊的偉大軍隊前進該地區。 

 

10. 這裡，瑪哈爾又問夫嘎-赫藍：“朋友，誰假裝擁有這樣一個聰慧的頭腦，知道整個帝國所

發生的一切， -你也知道一百萬勇士們在這裡練習使用武器反對對你和國王古拉特？“ 

 

11. 這裡夫嘎-赫藍變得蒼白，再也無法說出純粹的憤怒。 

 

12. 瑪哈爾說：”我們一定不能被他們發現;因為那樣我們就會失敗！但是讓我們進一步回到城

鎮，我會向你展示一些更令人擔憂的事情！因此，讓我們立即轉身，以便所有這一切的頭,德呼

特沒有認出我們！“ 

 

13. 夫嘎-赫藍雙手拍打頭部並跟隨瑪哈爾。 

 
 

HoG V3/286 在一個前女性美化場所中的 70,000 個大漢堡的秘密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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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哈爾再一次帶領夫嘎-赫藍穿過幾條偏遠的小巷和街道，到達了一座古老的建築物。當他到

達時，他停了下來，向夫嘎-赫藍詢問他認為在他面前的這棟樓內發生了什麼。 

 

2. 而夫嘎-赫藍說：“朋友，我怎麼應該知道？我，我自己幾乎不知道這座建築，必須公開承認

這可能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它！誰應該能夠知道所有建築物在這個城市，其中有無數的？！

因此，我問你，誰知道所有事情在你靈魂中的：告訴我這裡發生了什麼！“ 

 

3. 瑪哈爾說：“這樣聽！看，這是一個遙遠的，因此非常便利的會議場所，有二十萬叛亂分子

對你和國王古拉特。這座大樓曾經是一個卑鄙的婦女美化機構;但現在它是一所叛變的房子。 

 



4. 目前，有七萬這座大樓的許多大商會，並在 70 主持代表和德呼特和阿古拉的代表，他們都

是抱著反對你和國王古拉特可恥會議貴族公民。 

 

5. 你想進去並自己說服自己;但這是不可取的！ 

 

6. 因此，讓我們進入這座巨大城堡對面的破舊建築，在一個很好的藏身之處，我們幾乎不必等

待超過半小時，你很快就會看到會眾從這座建築物中出來，還有許多熟人在他們中間！“ 

 

7. 根據整個瑪哈爾的話，偉大的陪伴躲在廢墟的凹處，等待會議的結束。經過近半個小時，大

門打開了，一個半小時的人們湧出大樓，其中夫嘎-赫藍統計了許多知名公民，甚至是幾位大祭

司！ 

 

8. 在通過將軍注意一些高級官員互相說話：“我們仍然只有一點可以打敗：夫嘎-赫藍的力量，

他仍然非常強大，但必須下降。狡猾的狐狸到現在還沒有下降，在為他設置的任何陷阱中死了;

但這沒關係！因為現在我們還有他！明智的阿格拉把他帶到目前為止他是他最大的敵人國王;他

現在組裝了一支主力，並在十天之內這個問題將決定！“ 

 

9. 當夫嘎-赫藍聽到這個消息時，他抱著瑪哈爾說：“我才認識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現在我知道

一切，不再說：'來，看看我的州憲法'，但我問你能給我提供關於我現在應該做什麼的最好的建

議！“ 

 

10. 並且瑪哈爾說：”建議將遵循;但首先你還需要仔細看看這個！因此，快速跟我來，讓你自

己相信一切！“ 

 

11. 夫嘎-赫藍立刻就去了瑪哈爾帶他去的地方。 

 
 

HoG V3/287 步行到城堡和將軍住宅。碎玻璃中毒的碎片在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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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去了哪裡？在收到瑪哈爾承諾的好建議之前，夫嘎-赫藍要去哪裡？ - 到高級牧師他

們自己城堡內的住所，還有將軍的大公寓！ 

 



2. 當整個大公司到達那裡時，瑪哈爾問夫嘎-赫藍：“這座建築的大小不比廣闊的山脈小，你很

可能會知道它嗎？！” 

 

3. 而且夫嘎-赫藍採訪了薄薄的笑容：“是的，它對我來說應該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家裡有什

麼東西？” 

 

4. 瑪哈爾說：“我們現在先來到祭司的住所，先到下牧師，你會立即認出這裡的一切！“ 

 

5. 在這些話中，整個公司走到了祭司的大型公共住宅，發現他們非常活躍。 

 

6. 但是他們在做什麼？ - 他們削尖了劍和長矛的尖端，用炭火加熱了它，然後將加熱的尖端浸

入已知的毒藥中！ 

 

7. 但是當那些早期 - 眾所周知的 - 是神職人員看到夫嘎-赫藍時，他們被巨大的恐懼所擊敗，導

致他們放下一切。 

 

8. 當將軍用一種雷鳴般的聲音問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誰命令你這樣做？”，沒有人能說

一句話;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被背叛和迷失了。 

 

9. 並且夫嘎-赫藍立即問瑪哈爾，這裡應該做些什麼。 

 

10. 瑪哈爾說：“從這裡開始行動！立即要求士兵來到這裡並逮捕整個團伙;因為他們是德呼特

和阿古拉的主要支持者，他們知道如何使他們兩個成為你最大的敵人，基於對你來說是老仇，

原因是你所知的！ 

 

11. 這些非常下-牧師已經轉許多高級牧師對你不利，並且是目前叛變的秘密主要原因！你可以

使用法律對他們;但是阻止死刑！“ 

 

12. 在這些話上，將軍立即部署了一千名士兵;他們立刻束縛了牧師，將他們扔進最低，最安全

的地下牢。 

 

13. 並且夫嘎-赫藍還收集了所有有毒武器並將其安全保管。 

 

14. 此後，瑪哈爾帶他到他自己的公寓，並在通往第一個大房間的門前對他說： 



 

15. “首先要求一些清掃工和清潔工來到這裡，在我們進入之前仔細清理地板，否則每一步都

將耗費我們的生命！對於一些與牧師有關的高級牧師在地板上撒滿了有毒的玻璃碎片。我們腳

底的最小切口將使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付出代價！“ 

 

16. 夫嘎-赫藍遵循瑪哈爾的建議，並呼籲清掃工和清潔工立刻來到他的住所;他們腳上穿著木鞋，

清理了將軍的所有房間。 

 

17. 但是將軍問清掃工和清潔工：“你為什麼帶著鞋來到這裡？你知道我的房間散落的污物

嗎？” 

 

18. 在這裡，清掃工和清潔工開始在將軍面前顫抖。 

 

19. 瑪哈爾對夫嘎-赫藍說：“他們的行為是強迫性的，所以要善待他們！” 

 

20. 而夫嘎-赫藍說：“以最大的忠誠告訴我一切，我會饒恕你們！” 

 

21. 他們開始說話了，他們說的話讓將軍的頭髮豎立在他的脖子後面。 

 

22. 以下將說明他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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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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掃地人和清潔工充滿了恐懼，因為通過將軍的指揮，他們現在面臨著雙重陷阱。 

 

2. 因此，清掃工和清潔工脫穎而出說：“偉大，全能的領主，主人和主人！我們想告訴你一切，

如果你能保護我們免受你的敵人的憤怒;但如果你不能這樣做，我們像你一樣迷失了！因為如果

我們不告訴你一切，你就會殺了我們;但如果我們告訴你一切，你將能夠看到你的敵人將如何扼

殺我們，因為我們背叛了他們為你對抗他們最可怕的代價！“ 

 



3. 而夫嘎-赫藍說：“擔心別的事情;你所謂的主人的死亡威脅，如果你在任何面具下背叛我，

他們已經躺在最深的地下城！所以你可以告訴我你所知道的一切不要恐懼！” 

 

4. 當兩人從將軍那裡聽到這樣的話時，他們說道：“如果事情就這樣，啊，那我們就可以毫無

恐懼地猶豫了！所以請慷慨地聽我們說！ 

 

5. 下-牧師已經是你最大敵人了當你用國王的假裝權威使他們成為下牧師時，現在已經在駭人的

女王和她最喜歡的德呼特中找到了報復你的最佳工具！ 

 

6. 女王尋求專制，而且德呼特，一個角狗，努力擁有最迷人的女人，什麼這個女王應該是的 - 

但我們不能保證，因為我們還沒有見過她 - 而且牧師們已經向他們承諾了誓言下的一切，如果

女王能夠摧毀你並且承認他們是古老的，真正的高級牧師！為此，雙方現在都採取一切手段來

摧毀你。 

 

7. 如果你不想墮入死亡的手臂，那麼不要從你的金色噴泉喝任何水;因為它中毒了！同樣，不要

從食品室吃一口;因為一切都被強烈毒害了！也不要躺在舒適的沙發床上，也不要躺在沙發上，

也不要坐在任何一張椅子和長凳上;因為一切都充滿了毒針！現在地板再次乾淨，但不要相信你

家的任何家具，因為很可能一切都會讓你死亡！現在你知道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現在行動正確而

公正！“ 

 

8. 當夫嘎-赫藍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充滿了最可怕的憤怒。 

 

9. 但瑪哈爾說：”朋友，平靜自己;因為在憤怒中沒有人可以做一些聰明的事！您現在已經了解

了所有危險，因此可以採取行動！ 

 

10. 從所有有毒的食物中準備一頓宴餐，並邀請你所有的敵人！如果他們來了，告訴他們，他

們現在正在吃你的食品室！他們會拒絕吃飯，立刻俘虜，但那些誰不拒絕的人，不要讓他們吃

飯！ 

 

11. 然後必須做什麼，我會在合適的時間告訴你！讓它完成！“ 

 
 

HoG V3/289 廚師的啟示。瑪哈爾對廚師的建議。暴力採購受邀嘉賓參加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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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瑪哈爾的建議，夫嘎-赫藍立即派他的廚師和食品大師來看他，並指示他們為一千人準備

一頓飯，然後對僕人說：“去舖大桌子在帶金色餐具的大餐廳裡，把舒適的椅子和舒適的床放

在桌子上！“ 

 

2. 在這裡，廚師，食品大師和僕人們因害怕而臉色蒼白，並認為自己迷失了。 

 

3. 但是，夫嘎-赫藍注意到他非常忠實的僕人的尷尬，並且非常堅定地問他們：“好吧，你為什

麼猶豫不決？為什麼你變得如此恐懼，不能動？” 

 

4. 主廚說：“主啊，主啊，主啊！我們都不應該受到責備！但是我們不得不看看如何下級-牧師

們指導下的牧師們如何毒害金色的噴泉，所有的茶水間和所有的餐具都是由德呼特上尉給他們

的新毒藥。 

 

5. 然後他們試圖給動物餵食有毒的食物，它們在吞下這些有毒的食物後就死了。 

 

6. 如果您或受邀嘉賓會吃它，他們都會滅亡！我們甚至都不敢觸摸有毒的食物，甚至少麼準備

它！“ 

 

7. 而且夫嘎-赫藍說：”我知道你剛才告訴我的一切;所以我想把這頓飯送給那些如此忠誠地照

顧我的人！然而，這位來自高地的唯一最好的朋友，告訴你如何準備菜餚，它不會傷害你！“ 

 

8. 在這裡，廚師，食品大師和僕人轉向老瑪哈爾就問他忠告： 

 

9. 瑪哈爾說：“這樣去拿油和醋，在開始準備有毒的食物和其他東西之前用它洗淨全身！你準

備食物時，你做飯，用濕布蓋住鼻子，它不會傷害你！“ 

 

10. 這個建議立刻付諸行動，所有人都開始了他們的工作。 

 

11. 然後將軍召集使者並命令他們邀請某些客人吃晚飯。 

 

12. 先驅們去了和邀請客人。 



 

13. 然後，夫嘎-赫藍也召集了軍事指揮官並給了他們指揮以保持整個偉大的軍隊在準備。 

 

14. 所有的一切都發生了類似的眼眨眼。 

 

15. 但邀請的客人已經聞到了老鼠和道歉不能達到。“ 

 

16. 和瑪哈爾說現在送出去裝備精良的士兵，他們應該逮捕那些人被邀請並將他們拖到這裡！

“ 

 

17. 而夫嘎-赫藍立即遵循瑪哈爾的建議，在一小時內，大約有一千名客人被圍捕，其中包括阿

古拉和德呼特。只有國王古拉特自願來了。 

 
 

HoG V3/290 阿格拉對夫嘎-赫藍的厚臉皮問題和他明確的回答。 

阿格拉徒勞的藉口。阿格拉和德呼特放在中心桌上的籠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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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阿古拉看到夫嘎-赫藍時，她自信地走到他身邊，用非常堅定的語氣問他：“夫嘎-赫藍！

你想對我做什麼，你讓我像最低的奴隸一樣被拖到這裡？那麼你在這裡習慣性地禁止女王並將

她帶到法庭嗎？！“ 

 

2. 而夫嘎-赫藍非常冷靜，善良地說：“最親愛的，最甜蜜的女王阿古拉！你知道我把你的姐妹

當作妻子，想要今天慶祝我的婚姻;至少在這裡所有的親戚都是習慣性的其他朋友被邀請參加婚

宴！我已發出光輝的先驅邀請客人;然而，對我來說，莫名其妙地，所有受邀嘉賓因無法出席並

給予我應有的榮譽而道歉！ 

 

3. 所以我想：'發生了什麼事？看起來好像我最親密的朋友都在密謀反對我，好像他們想成為我

的權利的叛變者？！' 

 

4. 然後看，那就是我在第一次友好邀請之後發出粗魯的第二次邀請的原因！我的意思是，作為

將軍大祭司，我當然值得這榮譽從你，因為你的繁榮和逆境取決於時間特別強烈對我！ 

 



5. 此外，我的廚房始終是整個帝國中最好的，而我的朋友從來沒有鄙視過它！而且實際上，我

不明白為什麼這一次，我的廚房成了這樣一種嘲弄的犧牲品？！ 

 

6. 如果你，最美麗的女王，知道它的原因，那就告訴我，我會盡一切努力消除你任何明顯懷疑

對你美麗眼睛！“ 

 

7. 這次演講與阿古拉和德呼特的表現並不順利;因此，她對夫嘎-赫藍說：“你對我只有一點尊

重，你不會拖我到這裡吃飯;我現在必須告訴你，我感覺不舒服，即使你把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放在我面前也不能享受任何東西！“ 

 

8. 而且夫嘎-赫藍說：”啊， - 然後我一定要請你原諒！如果我早些時候知道，我當然不會第二

次邀請你！但是你為什麼不通過第一個先驅告訴我這件事？！ 

 

9. 至少你現在可以走進大廳，在用餐期間在一張非常舒適的床上休息，之後我會把你帶回家在

垃圾！“ 

 

10. 阿古拉說，現在全都在顫抖：“親愛的夫嘎-赫藍，你今天想要殺了我嗎？！如果我不想很

快窒息，我不被允許留在任何房間！“ 

 

11. 而且夫嘎-赫藍說：”你們可憐的阿古拉我為你們這樣的弱點感到難過！“ 

 

12. 阿古拉在這裡欺騙性地暈倒了。 

 

13. 並且夫嘎-赫藍對他的僕人說：“從我的金色噴泉中快速取出一些水，刷新女王！” 

 

14. 在這裡，阿古拉跳了起來，大聲喊道：“沒有水！那金色噴泉中會立刻殺了我！” 

 

15. 並且夫嘎-赫藍對僕人們說：“它會變得很好！但是請把我的大金色籠子帶回來;這將使女王

再次健康！然後是德呼特的鐵籠子;因為他似乎也是一點點生病！” 

 

16. 兩個籠子立即被帶進並打開。 

 

17. 並且夫嘎-赫藍對阿古拉說：“現在心甘情願地進入這個小屋 - 否則我們需要使用武力！而

你，德呼特，也一樣！” 



 

18. 在這裡，兩人開始猶豫不決，被迫進入籠子並被帶進餐廳並放在桌子中央。 

 

19. 以下將顯示進一步發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