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G V3/291 大祭司的赦免。食堂裡的 1000 名下級牧師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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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阿古拉和德呼特以這種方式得到照顧時，夫嘎-赫藍才轉向高級牧師並對他們說： 

 

2. “現在，我的朋友和兄弟們，桌子上都有菜餚;所以讓我們進入大餐廳，這樣你們兩個現在在

籠子裡的學生，並非沒有陪伴！只是心甘情願地去，否則你將被強求！“ 

 

3. 在這個致命的邀請下，一位高級牧師對夫嘎-赫藍說：“至高無上的朋友和兄弟！聽我的話！

看， - 被各種各樣的威脅所吸引，但仍有其他的誘惑，最終因為它仍然是人類;但是，頑固地，

自己-意志保持默認狀態，構成了地獄的一部分！ 

 

4. 同樣地，我們被非常狡猾的下-牧師誤導，主要是最令人震驚的威脅。我們被告知有一股力量

那反倒你的十倍，並確信你已經被逮捕了，你的敵人現在已成為城市和整個帝國的主人。 

 

5. 在數百種這種性質的陳述中，我們不得不打開你的房間，然後觀察你的敵人如何用新毒藥毒

害你房間裡的一切，導致已經有 100 名工人死亡，他們被帶走在覆蓋的車。 

 

6. 看，這是事情的真相，因此請原諒我們錯誤被強迫反對你，並接受我們最忠誠的人保證，我

們今後仍然是你最忠實和最堅定的朋友！“ 

 

7. 演講結束後，夫嘎-赫藍轉向瑪哈爾並問他應該在這做什麼。 

 

8. 瑪哈爾說：“那些俘虜 - 但不是在你的地牢中，而是在你的心中 - 並且原諒他們，這樣他們

也會原諒你！但是地牢中被監禁的牧師，將他們帶到這裡，所以他們可以吃掉食物然後死在他

們的罪孽中！但是阿古拉和德呼特留在用餐室吃飯時，這樣他們就可以看到罪孽如何懲罰它自

己了！“ 

 

9. 於是夫嘎-赫藍將一切安排為瑪哈爾曾建議他做！ 

 

10. 大約一千下，祭司們趕進了食堂，不得不在桌旁坐下現在任何抵抗都沒有用了他們中的大

多數已經由剛坐下死亡在最可怕和最痛苦的抽搐之下;只有少數人因被迫吃飯而被殺死。 

 



11. 但這兩餐的兩名網箱目擊者因為視線顫抖而昏倒，因此被帶到露天，他們再次康復在醋的

幫助下。 

 

12. 以下內容將會更進一步節目。 

 
 

HoG V3/292 按照瑪哈爾的指示疏散和焚燒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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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個場景結束並且兩個籠子居民已經完全從暈倒中恢復過來時，夫嘎-赫藍再次向瑪哈爾詢

問，現在應該發生什麼，首先是那些人已經贖罪他們的罪行死亡，其次是那些籠子裡的居民。 

 

2. 瑪哈爾說：“所有的財寶在你的城堡必須立刻將從你的城堡中移除，並將它，即城堡，在每

個角落和裂縫處著火！但我告訴你：清關必須在三小時內完成！一切都是如此這個時候不能從

城堡裡救出來，必須留給火焰 - 否則明天上帝的審判將會來到這個房子！在燃燒十天之後火焰

不會被消耗掉的，你可以再次使用。 

 

3. 關於二籠居民，也給他們帶到國王的宮殿，為城堡火焰的整個過程;他們應該留在相當寬敞的

籠子，並實踐他們自己在耐心和謙遜！和然後審判到他們將取決方式他們使用這種謙卑性試探

為他們靈魂的真正福利！ 

 

4. 但是我告訴你們：對你們有禍了，夫嘎-赫藍，還有你古拉特國王，如果你們再一次，使阿格

拉，我不自然的女兒，作為一個女王;為此你將不得不忍受一個強大的審判！“ 

 

5. 在瑪哈爾的這些話之後，夫嘎-赫藍立即命令他所有的僕人和所有的僕人再次釋放了高級牧師 

- 兩組男性和女性的僕人，計數超過一萬頭 - 小心翼翼地撤離城堡三個小時，把寶藏帶到了偉

大的皇家城堡，但是經過三個小時的時間燃燒將這座神殿的城堡在數以千計的角落和縫隙。 

 

6. 特別大的火災應該扔在大餐廳的屍體上。然而，一般上級牧師的公寓中的所有東西 - 無論是

金幣還是銀幣 - 都不應該被保存。於是他指揮了一些載體，把兩個籠子帶到了國王的城堡裡。 

 

7. 一切都立即被準時執行;在預定的三個小時內，從城堡中取出了數千公擔金銀和許多其他珍寶，

進入了偉大的皇家城堡。 



 

8. 當在三個小時過去的時候，人們可以看到成千上萬的縱火犯用燃燒的火炬和祭司的花環衝進

祭司的城堡裡，花了不到半個小時的時間，這座巨大的城堡周圍有兩個小時，而且還有更多超

過三萬套公寓，被最激烈的火焰點燃，幾乎整個漢諾克都處於恐怖狀態，這個狀態並不相同與

自從十個火先知從高處來的。 

 

9. 以下內容將進一步展示！ 

 
 

HoG V3/293 人們對宮殿的火災有不同的看法。 

通過夫嘎-赫藍的演講消除了迫在眉睫的民眾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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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焚燒祭司的宮殿周圍，放置了警衛，沒有人被允許熄滅某些東西。然而，消防隊員被命令

確保宮殿的火焰不會擴散到相鄰的大小公民居住區，儘管宮殿大規模分離，鄰近的建築物仍然

面臨巨大的危險，因為巨大的火災從餘火中掠過。 

 

2. 哈諾克的公民絞盡腦汁想知道這次活動意思。有人認為夫嘎-赫藍被他的敵人摧毀了。其他人

說，引誘夫嘎-赫藍的敵人進入宮殿，當他們進入宮殿時，他將城堡鎖定並著火，以便他的敵人

會變成灰燼;對於這樣的策略來說，這是典型的聰明的將軍大祭司。還有一些人，他們仍然對這

十位火先知有所了解，他們暗示也許另一位這樣的先知從高處落下來，再次表現出破壞性的火

神奇，以改變偏離舊神的祭司職員。 

 

3. 由於這種觀點，有許多好奇的研究人員對這一可怕事件的實際原因;但質疑的警衛被命令保持

沉默，所以沒有其他人沒有直接參與此事，他們學到了什麼。 

 

4. 但正因如此，這個城市的公民開始了一場真正的起義，他們想用武力來找出這場大火背後的

原因。 

 

5. 但是，夫嘎-赫藍出現在一支強大力量頭上，並對一位主要的上流社會公民說：“你想通過你

的動盪行為用力量實現什麼？有條不紊地撤退，否則我會把你們全部扔給狼！我不是主宰我自

己的房子而且可以用它做我想要的東西？！為什麼你突然擔心為什麼我把它燒毀了？！ - 因此

如果你不想在類似的火焰中找到你自己的死亡，立即退出！ “ 



 

6. 這位將軍的講話產生了最堅決的影響。整個起義已經被解散，在火災過程中只能看到旁觀者。 

 
 

HoG V3/294 夫嘎-赫藍在阿格拉坐在籠子裡並要求釋放時向阿格拉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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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夫嘎-赫藍火災的十天期間留在了國王的城堡裡，並且從那裡與國王一起開展了他

的生意，並且在同一個房間裡有兩個籠子居民，它發生了很多時候尤其是阿格拉要求他將自己

從這個最羞辱的監獄中解救出來或者至少殺死她;因為在它裡面萎靡得太難以忍受了。 

 

2. 將軍用溫柔的聲音回答她：“你是一隻非常美麗的小鳥，但是仍然非常糟糕和邪惡;所以我不

會因為你如此美妙而殺死你。但是因為你是如此壞與邪惡，我會把你留在這個珍貴的籠子裡，

如果一個人保持其他美麗的鳥類通常也是壞的和邪惡的，如果他們是自由的;但如果他們在籠子

裡，他們會變得相當溫柔，溫順，好的。誰知道這個美麗的籠子不會對你產生同樣的效果。 

 

3. 看，當你是自由在世界上最光榮的生命中時，你思想什麼都沒有除了毀滅你無法忍受的人之

外！我也是一個你無法忍受的人，你已經盡了一切可能把我帶離這個世界;但是真正的上帝一定

是想要它不同的，所以你，漂亮的小鳥，沒有成功對付我的邪惡計劃！看，我仍然是我的樣子;

但你不再是你的樣子了但是，與此同時，只是我親愛的，美麗的小鳥！ 

 

4. 看，我現在可以很容易地將你美麗的頭部剪掉，或者用你的美麗，精緻的身體上的毒針刺你！

但我並不像你那麼壞邪惡;因此我不會這樣做，也許永遠不會這樣做！但是我不可以盡快釋放你，

直到我會完全相信你已經變得非常溫柔和溫順！ 

 

5. 但是你不應該有任何缺點在這個美麗的避暑別墅裡！你應該有足夠的食物和飲料！為了您的

必需品，您需要小側櫃，每天必須清潔三次，並且可以正確鎖定，以便沒有難聞的氣味進入您

的鼻孔。同樣，您還可以使用柔軟的床和舒適的舒適床。你甚至可以在這個小房子裡走走一點。

你想要更多什麼？因此，保持良好和安靜;你什麼都不缺！ 

 

6. 德呼特當然不像你那樣方便;但基本上他也不缺少任何東西！“ 

 



7. 每當阿古拉要求將軍釋放她時，她經常會得到同樣的答案，並在那裡暗中大吃一驚;但為了欺

騙夫嘎-赫藍，她隱瞞了她的憤怒。但是夫嘎-赫藍現在非常小心，總是聽老瑪哈爾勸他做的事。 

 
 

HoG V3/295 收集火災現場融化了寶藏。為了重建宮殿。來自上方的神秘警告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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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天之後，祭司城堡的火焰結束了，瑪哈爾對夫嘎-赫藍說： 

 

2. “現在把石匠和木匠送到已經滅絕的大火中，並蒐索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還有他們收集的東

西，也來自你以前的大餐廳和以前的大客廳！ 

 

3. 你所有的金銀器皿都會發現處於熔融狀態， - 僅此一點，這無所謂！即使是熔融金屬，也必

須小心收集，而不是如此多它的價值，而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原因，你現在無法理解，當時因為

我也不能向你透露;但是按照我的建議，一切都會好起來！“ 

 

4. 並且夫嘎-赫藍立即遵循了瑪哈爾的建議，並且仍然在同一天派遣了一千名泥瓦匠和許多木匠

參加了大火;在十天之內，他們發現並積累了超過兩萬公擔的熔金和銀，此外還有大量寶石 - 如

鑽石，紅寶石和祖母綠 - 並且一切都自然地被帶到了偉大的皇家城堡。 

 

5. 夫嘎-赫藍對大火中大量拯救的寶物感到非常驚訝，並說：“由瑪哈爾的上帝！我從來不會相

信仍然留下那麼多的金銀，寶石留下來，因為在火災發生前的前三個小時，已經從城堡中移走

了巨額金額！“ 

 

6. 瑪哈爾說：“但我告訴你，再將工人送回去，當清除火災造成的碎片時，他們仍然能找到相

同的金額！” 

 

7. 他，即夫嘎-赫藍，再次將工人送回來清理火場的廢墟;並且，在另外十天的過程中，他們在

熔融狀態下發現了幾乎更多的細礦石，並把它帶到皇家城堡，其中夫嘎-赫藍更加驚訝。 

 

8. 然後瑪哈爾對他說：“現在你可以重建城堡，因為城牆仍處於良好狀態！” 

 

9. 將軍立即指示建造者，他們立即開始修復城堡。 



 

10. 但恰恰是在同一天，一個呼喊穿過城市，說道：“這是徒勞的努力！” 

 

11. 沒有人知道呼喊來自何處;這個呼喊甚至讓瑪哈爾感到奇怪，但更是如此夫嘎-赫藍。 

 
 

HoG V3/296 瑪哈爾對美妙聲音的洞察力。 

夫嘎-赫藍對上帝的憤怒和指責。瑪哈爾不好意思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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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藍很快來到瑪哈爾並問他，這個奇怪的召喚是什麼意思。 

 

2. 瑪哈爾說：“朋友夫嘎-赫藍！這個召喚並非來自許多人的嘴唇，但是 - 相信我！ - 這是來自

上帝看不見的嘴巴的召喚！這個召喚意味著以下：從現在開始不久在這個世界上，只要地球上

有人居住，上帝就會向世界發出一個看不到平等的判斷！ - 因此，重建你的城堡將毫無用處。 

 

3. 這裡是夫嘎-赫藍激怒對瑪哈爾說：“但是，請告訴我一次，老，脾氣暴躁的上帝想要什麼！

是不是我們人類不是祂喜歡正如祂創造了我們和就像我們是，祂應該使我們不同，這樣我們才

能作為正如取悅祂！ 

 

4. 但在所有嚴肅，我必須向你承認，你的上帝，通過不斷地威脅我們用某種審判，表現出高度

的軟弱，並向我們揭示，祂的生物，這種不完美的確實沒有誠實的人意識到這一點！即使他創

造了我們作為自由的存在，為什麼祂然後陷入我們某些法律那是違背我們的本性多於死亡本身？ 

 

5. 如果我們不可能遵守這些法律因各種情況，或者我們製作視覺形象的祂和祂的行動力量，並

讓他們被那些從未向他們展示過祂的觀念的人的所崇拜，祂立刻著手開始祂的舊威脅審判，那

祂已經向該隱做出！難道你不覺得這對上帝來說是愚蠢的嗎？！ 

 

6. 如果我的政府不是祂喜歡，祂應該來告訴我應該如何治理， - 我會根據祂的願望改變它！但

是一個世紀以來，祂沒有說什麼就好像祂不存在或睡著，或者好像祂會對所有人和每個人都完

全滿意！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祂的某些事物在某個時候顯露出來意志和它的實現就會丟

失！但除了造物主本人之外，誰應該為此負責，因為祂在任何時候都不一致？！ 

 



7. 祂能否將祂自己展示為一個國家的明智老師，那麼為什麼不向另一個國家展示呢？！那麼一

個國家是不是更少由他創造的比另一個國家？！然後祂應該來以不同的方式創造我們，或者祂

應該摧毀我們 - 但是在一瞬間，這對我來說非常惱人的判斷威脅可以結束;因為現在我已經厭倦

了這一切！ 

 

8. 你會說：主經常派遣使者給我們！但是我說：這樣的使者對上帝來說真的不是榮耀，因為最

終他們比我們弱，對誰被送的！ 

 

9. 以你的沃尔塔為例！問題：一位明智的上帝如何能夠將這樣一位先知派遣到像我們這樣的漢

諾克國家來轉變我們？！到目前為止，他是否沒有超過我們所有人因為他的弱點，但他應該是

一位先知，一位老師被上帝的力量送給我們！ 

 

10. 告訴我 - 這與你應該是老，全能和最聰明的上帝有什麼押韻？！ 

 

11. 瑪哈爾對這一講話感到非常困惑，並且不知道該向將軍說些什麼。 

 

12. 但是將軍現在非常認真地堅持要求瑪哈爾回答。 

 
 

HoG V3/297 祈禱成功。瑪哈爾向將軍發表充滿活力的講話， 

並宣布即將作出的判決。夫嘎-赫藍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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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瑪哈爾，當他看到夫嘎-赫藍越來越急躁反對他時，終於舉起手來說：“偉大的上帝！看，

你的老僕人處於極大的危險之中;因此憐憫他，拯救他藉著您的恩典和憐憫！哦，放一個話在他

的心裡，他可以有力戰鬥反對抗你的，偉大的上帝和榮耀的主！ 

 

2. 在這裡，一縷神力進入了瑪哈的中心，他感謝上帝，然後將以下的話語指向將軍： 

 

3. “哦，你地球上一個男人的無能為力的蠕蟲！你想與上帝爭辯，並希望用你的謬誤思想推理

人類的弱點譴責最高和最神聖上帝，並希望通過手段對上帝的智慧報仇你的弱世俗心靈？！ 

 



4. 我對你說：因為你對上帝不可侵犯的聖潔的憤怒而感到恐懼和顫抖！因為地球現在已不再是

你腳步的堅固基礎了，還有上帝的空氣會起來反對你，因為你在我臉上玷污了神的聖潔！ 

 

5. 如果你說上帝是無情的，並且對他的生物沒有愛，那麼這將是一種可以被寬恕的人類指控;但

是在你的爭吵過程中，你攻擊了神聖的智慧和永恆的秩序，並宣告上帝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傻瓜，

祂的智慧已經超越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人。 

 

6. 看哪，這是對神聖聖潔的攻擊，因此不可饒恕的罪，這樣你的罪就會更快，更確定地帶來上

帝對你們所有人的判斷都是不可避免的執行！ 

 

7. 因為如果整個帝國中的一個人的心臟比你的更好，為了更好的心靈，上帝會饒恕這個帝國一

百年，等待它的改善！ 

 

8. 但是因為直到現在你已經是最好的了，雖然你證明任何頭髮更多地處於神聖的秩序中，現在

你已經完全將你自己與上帝分開了通過你的狡辯，而你的判決就在眼前！而且我告訴你：十年

過去不會超過兩次，你的世界將不復存在！ 

 

9. 亞當犯了罪，反對上帝，上帝通過火來審判整個創造！地球上破碎的岩石是最無可否認的證

明它。 

 

10. 在噢拉德時期，當這個王國也完全脫離了上帝時，上帝再次對整個地球發出火焰的判斷，

山脈和山谷的大部分也被火力撕裂了！岩石中的橫向裂縫為您提供了該事件的見證。 

 

11. 但是，主已經饒恕了人，只想向他展示神力，以及如何虛無是人類反對上帝;但是上帝現在

會攻擊人類，並且會摧毀它，因為到了你的罪孽大水！ 

 

12. 看，現在這就是你想要的答案，我不能再給你了，因為上帝沒有給我任何其他的東西為你

和你所有的人！“ 

 

13. 這些話困擾夫嘎-赫藍極大，他陷入了困境。非常恐懼;因為他非常高度評價瑪哈爾，他開始

考慮如何再次安撫上帝和瑪哈爾。 

 
 



HoG V3/298 上帝強烈要求在寶座裡悔改。真正悔改的祝福。 

憎惡深處。神聖的任務為夫嘎-赫藍摧毀所有偶像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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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當夫嘎-赫藍想到他能做些什麼來安撫亞當，塞思和以諾的上帝，以及他的老瑪哈爾時，

突然一個強大的聲音在巨大的寶座大廳裡響起了，那裡是夫嘎-赫藍，瑪哈爾，然後國王的古拉

特王國和許多第一部長都在場，聲音說： 

 

2. “誰在他的心裡真的表達了悔改的懺悔為了上帝的愛，一定不要猶豫;因為上帝不像人類是無

情的，而是寬恕的！” 

 

3. 誰接近父與悔恨與愛的人，不應該害怕得到他的罪孽的寬恕！ 

 

4. 如果整個王國當然只有少數人現在在漢諾赫，上帝肯定會等待一千年為完全恢復;但是去你的

附庸，去其他十二個城市，你會發現暴行超過暴行，你從來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5. 你確實已經免除所有規定稅款為人民，而是引入了未定的稅款，可以說是自願稅;但是正是這

個介紹給你所有的封臣都有機會以這樣的方式設定未確定的稅收，現在沒有人不再受到保護只

有一個小時反對強大的乞討方式。如果他不給這樣的乞丐什麼的他想，他馬上就開始了使這個

主題成為最可怕的威脅;如果主題者忽略了這一點，那麼乞丐就會留下咒罵和詛咒最令人震驚的。 

 

6. 並且，看，不是一天過去而且所有詛咒對這個主題是已經被無所不在的蒙面自然和地獄魔術

師所執行！在這個時刻，成千上萬的主題者以最荒謬的方式受到折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已經

等待了數千人！ 

 

7. 在這種情況下上帝是否仍然可以饒恕人類並等待它的複蘇？ 

 

8. 真的，地獄是這些魔鬼的永恆改善之地在人類皮膚中！ 

 

9. 今天，主，天地之神，指示諾亞在高處建造一個正確計劃的水櫃，挪亞已經開始了這項工作！ 

 

10. 你們誰想要得救，應該只是在上帝面前悔改並且應該設法將別人轉化為真正的悔改，他會

找到恩典，上帝會在正確的時間引導他離開這片滅亡之地，這樣他不會與魔鬼一起評判！ 



 

11. 那麼你，夫嘎-赫藍，會帶著你的軍隊出去摧毀所有異教徒的神殿，如果你關心在上帝面前

寬恕你的大罪，但不要過度殘忍！阿門。 

 

12. 這個講話從房間的空氣中傳來，包括瑪哈爾在場的所有人充滿了最可怕的驚訝;並且夫嘎-赫

藍立即命令他的所有軍事指揮官在三天內動員大軍。 

 

13. 瑪哈爾對他說，他會以耶和華的名義陪伴他。 

 
 

HoG V3/299 軍隊動員。古拉特向夫嘎-赫藍求職員。法令為 2 個籠子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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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軍事指揮官親眼目睹他們自己在偉大的寶座中發出非凡的聲音和言論時，他們更加迅速而

熱心地匆匆趕去組織軍隊，古拉特走向夫嘎-赫藍並對他說： 

 

2. “朋友和兄弟！你現在將安排大軍，也許多年來不會出現在哈諾克身上，我將不得不獨自治

理它！哦，這對我來說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難道你不想離開我是一些你最可靠的官員，這樣

他們可以幫助我指導和監視這個偉大的國家？因為這對一個人來說是不可能的！“ 

 

3. 並且夫嘎-赫藍對國王說：“兄弟，看，你在你的城堡裡還有一萬多名高官和低級官員！他們

對你不夠嗎？我告訴你：不要無所事事地餵他們，而是驅使他們工作，他們確實會按照你的命

令行事！“ 

 

4. 然後古拉特回答：”是的，你是對的，如果他們腦子裡有東西的話;但這就是問題所在！ 

 

5. 你知道，當我們最初被迫，為了保住我們的寶座，吸引城里和整個帝國的所有大牌球員，給

他們在球場上一些閃亮的排名！ 

 

6. 看，這些人早些時候已經非常愚蠢，並且出於某些原因我們甚至鼓勵他們愚蠢，儘管我們也

理解為相應地欣賞更聰明的頭腦！ 

 

7. 我這邊的傻瓜應該掌舵國家！朋友，確實，這很快就會成為撒旦本人會反感的政府！ 



 

8. 由於這個可以理解的原因，你很可能很容易意識到我需要一些有能力的官員在你缺席期間！

“ 

 

9. 這裡說瑪哈爾到夫嘎-赫藍：”因此，從你的學校給他一百個好頭的;在我們缺席的情況下，

他將與誰一起管理！“ 

 

10. 而且夫嘎-赫藍立刻從他的學校給了古拉特一百名大祭司，誰和古拉特一起掌舵。 

 

11.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即：應該如何處理阿古拉和德呼特。 

 

12. 這裡瑪哈爾再次說話：“他們保持原樣，直到我們回來！只有在發生疾病或明顯改善的情

況下，才能從籠子中釋放出一個或另一個;但是在我們回來之前，沒有人被允許離開房間！ 

 

13. 但最重要的是，兩者必須很快分開;即使是籠子裡的居民，今天必須在我們眼前進行！ - 讓

它完成！“ 

 
 

HoG V3/300 阿格拉謙卑地認罪並懇求獲得自由或死亡。 

在匕首和籠子之間進行選擇。阿格拉的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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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古拉特和夫嘎-赫藍從瑪哈爾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立刻進入了另一個房間，兩個籠子裡的

居民都得到了適當的保護。 

 

2. 抵達後，阿古拉立刻用這些話說：“噢你是王國的統治者，還有你，噢我的父親瑪哈爾！我

是上帝之前和你們所有人之前的最大罪人;因為我侵犯了他們的權利。上帝和你所有的權利，因

此除了死亡之外別無他法！我現在意識到這種籠子懲罰對我來說太寬容了;一個熱烈的籠子更適

合我的罪惡！ 

 

3. 但是生活中一個被監禁的罪人誰不渴望自由，是否有利於他？！因此我也是如此！我現在在

你面前和在上帝面前認識到我的罪行的全部範圍，因為任何第二個罪人可能都沒有意識到這一



點;但我仍然認識到並感受到對自由的強烈衝動，這使得這個地牢對我來說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煎

熬！ 

 

4. 拿起一把匕首刺傷了我的心臟，你會讓我開心！只有，不要留住我在這個最被嘲笑的囚禁中

更長一段時間;因為它可以讓我感到絕望和沮喪瘋狂！跟我做你想做的事;但是不要再把我留在這

裡更長，在那裡我不斷受到警衛的嘲笑和侮辱！ 

 

5. 噢，父瑪哈爾，你，我的兄弟基薩雷爾，還有你，親愛的姐妹們，憐憫我，眾多的人都不高

興！把我視為一個被地獄捕獲，迷惑和誘惑的人，你至少會對我有那麼多的同情，給我渴望的

死亡！ 

 

6. 不要以為我再也不會對你造成危險;對於那些用舉手向你求死的人，永遠不會再向你求寶座了！ 

 

7. 偉大的，全能的上帝，如果我的罪惡不會那麼偉大，我會問您的救贖！但我在您之前意識到

我太不值得;因此，我不敢問您，您最神聖，最正義的父親，為憐憫！但是，這些你的統治者在

這裡軟化了他們的心，他們可能會殺了我，我可能再也不會受到最羞辱的嘲笑了！“ 

 

8. 在這些話之後，阿格拉暈倒在她的籠子裡開始呻吟。 

 

9. 夫嘎-赫藍不得不立即打開籠子，將她抬出了籠子，並刷新具有良好的藥材，於是她再次回覆。 

 

10. 當她再次恢復了生命的力量，夫嘎-赫藍說對她說：“阿格拉，你是否認真地願死而不是再

次回到籠子裡？看，這是一把鋒利的匕首，還有籠子！現在嚴肅地選擇兩者之間！“ 

 

11. 在這些話中，阿古拉立刻露出了她的胸膛，用一種顫抖的聲音說道：”看，這裡經常被欺

騙和抓住的心臟跳動;用強力手中的鋼鐵贖回它！“ 

 

12. 在這裡，夫嘎-赫藍把鋼鐵扔掉，對瑪哈爾說：”我已經原諒了你女兒的一切;上帝和你可以

規定她應該進一步發生什麼！“ 

 

13. 瑪哈爾說：”如果你原諒了她的一切，我也會原諒她的一切！但她不能留在這裡，她必須

和我們一起進入田野！“ 

 



14. 那個夫嘎-赫藍很滿意;但是阿古拉在她父親面前跪下並為她這樣的恩惠哭泣，她在那裡變得

非常虛弱。 

 

15. 但是所有人都對阿古拉的改善感到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