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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 

师父 

与俄语翻译一帕特丽 

 

《现在你也是师父》一他对我说。 

《但是，你的意思是什么？》一我问他。原来我是他的弟子。现在训练马上就要

结束，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真的是和我一样的人突然就会成为师父吗？因为我有

这么多恐惧，没有自信，自我控制缺点太多。那，我可以再给您一千《因为》！ 

《你就是接受吧》一我的指导者继续说一《我明白你的发窘》一他笑起来了一 

《你以为你还没准备好了，但是并非如此。你是师父，你快就会明白什么才是。而现

在只是师父。思考像师父一样一纯粹和游离，感觉像师父一样一对世界开放，动作像

师父一样，像一阵风一样，有时可赋予新鲜感，但有时可以把大树坺掉出来．．．》 

那一天晚上他说了很多，但我走着听。我越走越意识到我的心理发生了什么变 

化。最后他祝我幸福了。他成立了一个会议是两年后的。此前，不管我做什么事，我

心里都知道师父在我的身边。这些知识给了我力量和自信。而现在我跟他一起走路，

但是我是孤独的人在我的道。现在我自己是师父，但是我一点不高兴，同时我心里充

满了新的心动的感觉一期待。我们说再见了。 

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快过去了。我真实改变了一有的硬方面，有的软。我的自信越

来越好。没有自信的人可以叫师父吗？不可以。我的疑虑和害怕过去了就是弄碎了像

皮一样。我已经不要它们。我变得比以前开放，我在别人的生命开始发现一些难以捉

摸的东西。大多数人有小的，难以看到的火。真实外向，幸福的人有大火。以前我看

别人是人民群众，但是现在我不能这样看。我知道他们都是活着，都有自己的道路自

己的困难，自己的梦想（有时候隐藏的）。是的，大多数以前没有幸福，所以愤怒，

侵略，自大，骄傲存在。骄傲尝试填没幸福的空通过自我扩张，幽居的生活。我的意

识到我说的话有更大的重量和冲击，而这件事都快吓死。但是，师父怎么害怕自己？

没怎么。天天我越来越安静，每个感觉是完美的，情绪高涨已经没了。什么都改变 

了。我真的是师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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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时间快到了。只过了两年，我就改变了很多。我就是很幸福，我的思想很

安静，我的动作有影响。我学会吹长笛了，找到了对我合适的工作，学画画，画得不

错，交了志同道合朋友们．．．我的生活热气腾腾的。我是像鱼在水里似的。会议的

那一天到了。我去指定地点。但是指定时间他没来。我坐着等一等。太阳已经开始落

下了。云都黄宏的。星星出来了。午夜。白天过去了。这时候我突然对自己大声笑起

来了！我笑笑了，我的眼睛流了泪水。我是坐在板凳笑得前仰后合的。《这位老放屁

人奸骗我！从前他都奸骗我！》一我大声叫。无法控制笑我回家了。而树上面刮的风

对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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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封博弗 

现代的人概念反对卡洛斯 

卡斯塔尼达的战士概念 
与俄语翻译一帕特丽 

 

7：00一起床！要好准备去工作。洗脸，刷牙，把自己身上收拾好。这是现代社

会的习惯。 

吃早餐，和一杯咖啡，穿衣服。《了不得！结上什么领带最好，红色的还是蓝色

的？》 

 

8：00一上班时间。要把领导给的任务解决好，以后还可能得到升职。而如果我

不办公我就辞职，我就没钱了。 

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的思想。工作是为了生活，生活是为了工作。这样的思想是我

们的生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有的人认为生活上最重要的是钱，有的人把自己

看成胖的带眼镜的人，性情女士不喜欢的人。这些都是人学会相信的限制，信念。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概念目的是祛除这些幻想。这样的行为帮助了解世界最真实

的一面，不限制自己的想法靠别人的观念，靠社会标准习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战

士概念。但是，当然他不是大声叫《起亚！》济世的。 

 

12：00一吃饭时间。日前我们公司来了新的同事。她真的不错。我要跟她调情一

下，以后公司晚会的时候可能引起她的注意。 

战士把自己看成死者。这样没有什么会让他害怕或者惊奇。他就是选自己的行为

然后做他的事。他不在乎他的行为好不好，他会不会完成他的事。同时，他完全责任

对他的事。他不会借故不完成他的任务，他应该把所有的任务做成生活中最后一个，

杀生为了完成它。 

对战士都是一样的，都无关大局。他不会鞠躬，也不让别人向他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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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一吃饭时间结束了，开始工作。 

当然战士概念对现代的人不合适。毕竟好得多哭当事情不工作或者把自己看成世

界上最重要的人当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转了很多钱或者得到了越跻。这样的行

为更加了自己的威风。这是人在途中对知识与接受自己的真性情最重要的敌人。 

 

17：00一算是下班时间。今天是周五，马上就到周末了，我想玩玩。从今天就开

始。我要回家吃饭，洗澡然后去。 

人们都会选他们的行为按照社会的标准。一般来说，人们都履行社会的要求。父

母从小时候教育孩子。他们讲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行为。我们父母的父母

也这样做，传播媒介也这样做，所以出现圆圈。但是，出现问题：《生活按照社会的

标准有什么不好的方面？》没有，可是您可不可以说您没有限制？ 

如果您喜欢您的工作。大多数人没办法工作在不喜欢的地方，难为自己做不喜欢

的事。然后他们晚上回家的时候什么都让他们生气。他们真的不知道他们自己选这样

的行为。 

战士呢？他自己管理他的生活。他先估计所有的场景然后动作。他的生活是丰富

的，没有什么多余的。 

 

20：00一准备出去玩。我多久没有性交。我要泡女。正好我今天跟老同学们见面

。 

我想给他们看我成了什么样的人，得了什么样的高度。而让他们知道我是尊敬的

人，他们要听我的话。特别是今天亚娜来。她上次学习的时候不同意跟我性交。现在

我让她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今天泡她吧。 

《但是，如果不遵循社会规律人们都会互相捕杀，出现完全混沌》。这是现代人

标准的想法，是由恐惧，怀疑，不信出生的。少数现代的人知道人是这样的动物，他

的命运是死亡。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从这样的观念来看，型式认可出现完全混沌失去

任何价值。对人们来说，他们每秒会死，根本没有时间这样想想。虽然你还活着，机

立断，毫不拖延，没有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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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一晚会如火如荼。客人都已经喝多了。亚娜贱人，她又妙巧地欺骗 

我。这次她跟伊戈尔调情。为什么她喜欢他？他只是建筑师。他与我不能相匹配！我

是主经理人，但他是小建筑师。去他们的！ 

我们的世界真是神秘和未知的。他是为了使用作的。战士是像一个海盗，他没有

什么限制，他想拿什么拿什么，想用什么用什么。战士不在乎他自己被用。他知道他

很多次会得到他需要的东西。所以他从来不会不高兴受不到的东西。 

 

6：00一晚会结束了。客人都喝多的回家了。这个经理人明天早上起床，有头痛

和大黑眼。 

您应该记住，如果有人说卡斯塔涅达的书籍写的废话或者世界上这是最好的书，

不附加任何特殊的意义。因为这就是另一种观念，这些观念挡住我们的自由。自由是

昂贵的，但价格不是不可能的。您自己选吧。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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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生命为自己 
与俄语翻译一帕特丽 

 

今天我们讨论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我们生活？我会负起责任说绝地作所有的事是

为了自己。生活是为了别人是不好的行为，西斯的行为。西斯生活是为了别人，绝地

生活是为了自己。 

什么是生活为了自己？这是你做什么是为了得到需要的东西，这是你只想到你自

己。生活是为了别人就是想到别人，做什么是为别人得到他需要的东西。什么是更接

近光明的一面？生活是为了自己就是你自己责任你的动作。你是你的生命唯一的主 

人，你自己将你的未来。当你生活是为了自己，你是自由的。你的梦想是自由的，你

的思想是自由的。但是这样的自由是最大的责任，只你负责自己的大事和原力。这种

责任引起的纪律，主要是内部的，根据你的理解，你的自由选择。对于一件事当你被

迫做事，另一回事当你做你很喜欢的事。说不定，每个人都有很多这样的对比。比如

说，需要记住最不喜欢的科目的考试，和强烈的欲望去健身房为自己心爱的纪律部 

队，气功，如武术等等。比较你的行动的有效，敬业。如在敖德萨说的，精神和意识

是两个很大的区别。 

相反，生活是为了别人意味着人们，尽管有自己的利益，做事是为了别人的利 

益。如果这不是奴隶地位，什么才是？其实，只有奴隶才做事是为了他们业主的利 

益。如果你做事是为了别人，你不会责任结果。如果这不是你的决定，是别人的决 

定，所以为什么要责任？从这些观念来看，奴隶的心态是失去纪律和内心冷漠，出现

对世界麻木不仁的。 

什么是对更接近光明的一面？自由人的选择，活着是为了自己，或者奴隶的生活

是为了别人？我想这是第一个。奴隶制总是抑制。抑制是黑暗的一面最重要的方面。 

现在说几句话关于思想。想到自己还是想到别人，哪一个是最好？你会惊讶，大

多数人生活是为了别人，他们想到别人。对了。现代的人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有很多

选项，但是，这一切都归结为愿望得到高的社会地位，尊重，当局。我们经常，有时

不知不觉的，想我们的行动已经获得别人的认可，在社会中更加我们权力。这是社会

依存性。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不在乎我们做事或者说话的结果。我们在乎别人怎么反应

我们。如果，多亏我们的形式（比如说，一个良好的公民或罪恶的过去。没有什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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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我们的权力会得到社会的重视，这就是好。如果相对的就是不好。我们真的是

在自己心里害怕怎么不让别人看不起自己。 

结果是在许多传统的所谓《思想的白噪声》。我们经常心里《说》我们的行为，

我们想在自己的心里受到社会欢迎。每个人都看自己一段时间会说他有这样的性质。

我们经常想到理想的自己，把自己看成别的《人物》，看自己在别的情况下。但是，

如果把问题挖得愈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在自己的心里受到社会的

尊敬，享有威望。 

你只要看看自己的心里就会发现这个都是真的。 

所以，一般人都真的是想到别人，他们大多数生活是为了受到别人人的荣誉和认

可。这是现代人的价值观。为什么这是不好的行为？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

从多角度来看。简单的说，从一个方面来看，特权思想就是权欲，权欲是为了权力，

目的是权力。权欲是为了权力是暗面。我觉得，这将是足够的。 

很难决定说，你生活是为了自己。从古代的时候社会尝试控制个人的自由。但 

是，对走道路的人这是必须的。这是对生活是为了自己没有关系。这是充分意识，自

己和原力全部责任。没有什么特权，没有奴隶制！ 

最后，点明重要的一点。生活是为了自己不是自我中心。这不是使用别人的行 

为。这不是残忍或者狼心辣手。不是，再也不是。在生活是为了自己当中都是取决于

你的意图。你想是什么样的人？您坐下来，想想究竟你自己想是什么样的人？什么素

质适应？生气，怨恨，积极进取，嫉妒或者要善良，活在爱和快乐，有敌人，做事都

是为了献爱心和慷慨。 

实践证明，如果对自己有总诚实和深刻的意识说你生命为自己，人选择好事。善

事反对恶事，爱情反对痛恨，发展反对衰退等等。人变成善良。他想他包围的人不是

邪恶和嫉妒，而像他一样善良的人。他喜欢他包围的人可以相信，他就是想得到相信

和开放。他也喜欢他包围的人是对他有趣味，像他一样生机勃勃地自修，也正因为如

此，他会加速提高自己。从此他想帮助每个人在他们的道路，他有怜悯，他想有机会

帮助所有的人。如何人谁生命是为了自己喜欢公平的，善良的，丰富的世界，充满的

德行，让每一个居民自由创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他追求把世界弄更好，把世界上的

每个人弄完美的。生命为了自己的人是对羡慕和得意是空的，因为这些情绪影响他的

自修，而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每个有意识的，对自己诚实的人喜欢发展，不喜欢变坏。

从这些问题可以作出很多结论，而结果是这样的：生命为了自己的道路导致我们到 

光。分别总结上面所说的，绝地生命为了自己，西斯生命为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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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米伍斯 

关于赛特教会 

与俄语翻译一帕特丽 

 

 

 

出现 

 

在以前《次经》版本中，您已经可以了解一些文章对赛特教会有关的。但是，在

网络上关于这些组织的资料很少。他们把自己定位封闭的，有秘密知识的组织。我觉

得，从读者应该没有什么秘密。所以，我现在尽量讲您什么是这个宗教组织。 

 

历史 

 

实际上赛特教会1975年夏至日出现了。这时候，从根本上说，在撒旦教会第二位

教堂硕士IV°II´迈克尔·阿基诺决定举行仪式，并叫黑暗王子来。因为这时候撒旦教会是

在深陷危机，他想知道怎么办，撒旦教会什么会发生。安东·拉维开始了从自己的同情

和人的财产派学位对求学位者人没通过考试。这样一来，他给自己的司机石窟硕士学

位了。阿基诺的得到了教堂硕士学位是因为他帮助拉维写一本书《撒旦仪式》。阿基

诺，不是拉维，写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形而上学》和《洗礼成人》。 



次经一1：2016年04月号（B5.2 e.n.） 

 

15 

按照阿基诺说，复至日之前夜晚黑暗王子来了在古埃及神赛特的形式。他给了阿

基诺一本书《夜晚到了和赛特教》。这是另外一个翻译乔恩迪的诺派线索。这本书的

内容在93《次经》版本中可以了解以下。简单的说，主要内容是：从我的五角星把山

羊和希伯来字母去掉（指鲍芙默的象征），因现在时间到了出现在我真实的形态，赛

特的形态（顺便说，按照阿基诺说，《Satan》出现了从赛特的爵位《Set Hen》就是

至大赛特。犹太人开始了叫这样他们 יהוה (耶和华)的反对者。然后赛特给阿基诺魔术

师的学位，告诉他重建赛特教会。 

阿基诺把这本书的复印件发给了所有《露马脚》杂志的用户。这时候他是编辑，

大多数撒旦教会的成员支持他。一段时间以后，阿基诺把需要的当局发给宗教组织员

会为了登记宗教组织。十月他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样以来，赛特教会成为官方宗教

组织，而且得到了免税地位。 

阿基诺决定不要重拉维和撒旦教会的蹈覆辙。他把赛特教会做成封闭的组织。他

们自己选择成员，而只成员就就可以看这些组织的文献。 

 

组织制度 

 

整个来说，赛特教会的机构跟撒旦教会差不多。大祭司，九理事会用变化数量的

理事会成员，介绍了执行董事职位。学位制度是这样的： 

 

学位 颈饰颜色 该学习片剂，书册的名称 

I°赛特崇拜者 白色 水晶 

II°信仰者 红色 红宝石 

III°祭司 黑色 缟玛瑙 

IV°硕士 蓝色 蓝宝石 

V°魔术师 紫色 紫晶（不存在） 

VI°超越师父 金色 黄玉（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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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两个最高的以外，各学位有书册来学习。为了成为赛特教会的成员应该与祭

司通过面试或者给执行董事写信，他就决定候选人会不会成为赛特崇拜者。 

 

 

 

各人得了I级学位以后，只有两年时间得II级学位，否则他就被排除。只有两位III

级的祭司才会给II级学位。简单的说，赛特崇拜者应该学习水晶片剂，神秘学，和祭司

打交道。如果有机会他要为教会的简报《赛特的书卷》写文章 

后来，个人到IV级学位应该在赛特教会内建立自己的组织。现有二十个多组织。

最有名的是血鬼组织。最特别的是梯形组织。1982年阿基诺呆在德国的城堡维维斯堡

SS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总部。他举行仪式了。结果是建立了一体学习雅利安人種哲学

，符文，北部魔法整体的组织。组织的大师是阿基诺，后来大师是斯蒂芬·弗拉尔斯。

读者大多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一爱德拉德·佗尔斯恩。他是真实权威符文与北部魔法

的专家。现在梯形组织的大师是《真实的雅利安人》马克·鲁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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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祭司互相换了。这职位担任了： 

 

1975-1979一麦克·阿基诺； 

1979-1982一罗纳德·巴雷特； 

1982-1996一麦克·阿基诺； 

1996-2002一唐·韦伯； 

2002-吉娜一拉维(史莱克)； 

2002-2004一麦克·阿基诺； 

2004一目前一帕蒂·哈迪。 

 

目前教会的执行董事是林肯肖恩。 

 

魔术师 

 

大多数可能知道什么是永旺和永旺教。那么，阿莱斯特·克劳利1904年介绍了新

荷鲁斯的永旺，它换了奥西里斯的永旺。新永旺的关键词是《泰勒玛》。说出来这个

词以后克劳利成为魔术师（在原文是 Magus）。阿基诺接受了这个概念。他认为，拉

维说出来了《纵容》，它是在赛特的永旺，撒旦的永旺过渡的。阿基诺说出来了《凱

布利》（Xeper），它成为了新赛特永旺的关键词。1979年阿基诺冒充克劳利挪用了

超越师父的学位。出现了新的魔术师罗纳德·巴雷特。他的词是《Xem》。这个词加强

赛特的永旺。后来，出现了新的词：詹姆斯·刘易斯的《Remanifestation》，斯蒂芬·弗

拉尔斯的《Runa》，唐·韦伯的《Xeper》，罗伯特·鲁宾逊的《Essent》。《Arcte》

是唯一女魔术师（Maga女性相对字Magus）莉莉丝·阿基诺的《Arcte》。目前，在赛

特教会有四位超越师父。他们是阿基诺，刘易斯，弗拉尔斯，韦伯。 

 

教义（神学） 

 

简单的说，赛特教会的教义是拉维到1975年的撒旦教和埃及古物学与克劳利教的

总结。更多细节可以在麦克·阿基诺的《黑魔法》书册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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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ax 

关于不重要的事 

与俄语翻译一帕特丽 

 

感谢V.L.S.L.V.我读的书《大纳维书册》1 

启发了我本文的写作。 

 

不飞顶着风， 

不被风刮走．．． 

就是风 

 

人道主义在单体当中喜欢明确性。它变成相信与教条主义，它把知识变成自己。

只靠自己的人经常荒，不能没有支持存在，也不能支持自己。 

黑暗的支持自己。他能理解，大多数对人最重要的事实际上是他们的看法当地特

点。如果停留在这件事，可见丢失关键。 

1是否撒旦存在为人身，不重要。总是我们只会和他的投影在我们世界上相互关

系。他不必要产生另外一体。相互关系的平等结果把问题变成不管的。 

如果他存在为人身，他不是最重要的是工作为黑暗事吗？并不是尝试《联系他本

人》。 

2是否有死后生命，不重要。无所谓。依这件事而定我们的行为吗？ 

一位弟子问一位上世纪的有名阿德威塔的拉玛纳老师，有没有死后生命。拉玛纳

问他：《为什么你想知道死后你成为什么？你连现在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应该生活

仿佛每一天是最后一个，同时仿佛以后是永恒。 

在印度教中有《尼绿》概念。在古埃及有相同的《阿克虎》。意思是事迹和成就

作为永恒不变的，那仍将是几个世纪，将提供长期追授记忆一不朽的许多古老的文化

和文明的一个基本要素。 

如果把《不管》理解成《赶往得到宝贵》，享乐主义或者表白不做事的理由，这

都是人的本性。 

                                                                        

1 http://warrax.net/93/veleslav13.html 

http://warrax.net/93/veleslav13.html
http://warrax.net/93/veleslav13.html
http://warrax.net/93/veleslav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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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人们都不是喜欢生命就是害怕死。 

3是否有灵魂，不重要。如果它有成为前，成为之后它变成独立的一部分，成为

深渊和黑暗的凸起部。撒旦崇拜者的灵魂不会下地狱，因为它已经下了地狱。所以，

它不存在的时候，无所谓，它是否存在在传统意义上，此外它不应该是。 

4是否有造物主，不重要。童话关于《创造主》或《邪恶的意阿达宝弗》只需要

人谁要外部的支持点。它无所谓怎么用，吸引或者排斥。我们的世界需要转化的破坏

（阿尔干《死亡》），通过地狱的坩埚。无所谓世界怎么出现，伟大撒旦者的事是为

我们的世界打开黑暗大门。 

他做事根据自己的意志为了变化世界，与撒旦的意志共振，并不是为了杀或驱逐

出境造物主（或其他任何实体）。湿婆不在乎布拉马怎么想着他毁灭世界。 

5没有《撒旦教创世》，连有的撒旦者写文章关于这些问题，也不算。用创世的

童话表明自己的看法，没事，但是童话就是童话。撒旦教需要《最正确的神话》。 

《必要的》开始和结束世界的存在是每个人的思想。心里想象无限制的宇宙很不

容易，所以每个人投影人的出生和死亡空间和时间上。 

对我来说，科学思想就可以了。拉维预先警告宗教的思想。如果你们想作出自己

的神话，别忘这是你自己的神话。 

6没有《真理》真理不会有标准。如果有这样的标准，它就是比真理更正确的。

每个追求真理者是意外或者故意的骗子。撒旦教对撒旦者不是真理，而是实质。自己

的实质，宇宙的实质。 

学习是路西弗的光，知识是搜索在黑暗。 

7撒旦者不想以《正确行为》《救出》或者别的《奖赏》。问题为《撒旦教有什

么好的方面？》表示提问题的人不是撒旦者。他根本是一般的人，因为这样说的是对

所有的思想正确的。 

撒旦教是最好的机会表示自己。 

8对其他人的态度不管：可以蔑视他们，可以把他们看作研究设施，爱他们，有

很多不同的作法。 

但是，不管态度怎么样，没有别的材料，也要跟他们合作。不是克服惯性，也是

克服统治世界的人自觉阻力。撒旦者不会不抗拒世界消费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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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撒旦教没有《风俗》，也不会出现。撒旦教是一个有式的思想。这是２０世纪

的产物。撒旦教是全思想，基本观念是从自古以来分开的部分。（看《Princeps 

Omnium》）。撒旦教是奔往未来的，不是过去的。 

把所有叫自己《黑魔术师》和《第N代的魔媪》轰出去一他们都是骗子。 

每个风俗都会发僵。意思是《对我们上祖好的是对我们好》。但是，从历史的标

准来看，世界变化很快。撒旦教是知识与发展，并不是建成教规和教条。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使用上祖的经历。如果把《黑暗世纪》看作历史或者考古

学的作品，可以找到很多有用的。学习，不要偃伏，不要骗自己。如果承认轮回真的

存在，统计证明，您很可能是一位农夫，不是伟大的黑魔术师。 

合理的行为是无论多久都会有用。不合理的行为无论如何都应该一笔勾。 

主要：撒旦教没有风俗，在这词传统的意义。但是，这不是说撒旦教没有什么神

圣的。超越函数（看托马斯·杨）不会《悬在空中的》。根据我上面写的，撒旦教没有

《严格遵守》教条，同时很容易《从定义掉下去》（比如，第７段），不管这些定义

很难证明成文。 

10教师重要，他们只能帮助很快学会有些东西，他们是弟子自知的镜子，同时他

们会给弟子自己歪曲的看法。镜子可能是破的或者弯曲的。 

自己选教师。注意，如果教师自己不学习，他是不好的。《上师》是恶意的人 

物。最好死人学习，他们没有对你个人的利益。 

顺便说，最好的学生上课之前预习，准备需要提的问题。 

《为了正确提问题，应该知道答案的大部分》©罗伯特·谢克里。 

11弟子不重要。有的人得到需要的知识之后离开，有的人待在身边很长时间。不

能成为战友的人是不重要的，但是能成为战友的人不需要教师。 

如果您能自己学习就纳为弟子。并且永远不教一不能《学好撒旦者》。您只能帮

助他们自知。 

12战友不重要：循路前进不是由同路人作主的。有时候同路人连你们不能亲自沟

通或者有不同的看法也会帮助和鼓舞您。有时候战友是普通人，他从道路跳下来，但

是继续说他待在道路。 

你本来是独立的，因为连亲人也不会经历跟你一样的事情。没有人会包括全黑 

暗。同时你不是独立的。混乱，黑暗和深渊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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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度的思想性》没有用。这是对相当有害处。厌世主义也是。相当厚颜

无耻是更建设性的。 

所以，如果战友是真实的，器重他们。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13不管你做什么你都做为黑暗的一部分。没有《适当的事务列表》或者《人员配

置》一撒旦者工作和充实自己在各种各样的方面是为了黑暗。如果某某名称做跟普通

人一样的事，他就是装作撒旦者。 

社会问题，职业化，实现物质财富，社会地位等等跟撒旦教没有关系，也不相 

矛盾。这件事个撒旦者只能用为最方便的工具。撒旦教在社会当中是《working 

towards》，不是《doing business》。 

没有目标一有道路。 

黑色火焰烧尽熔渣，白色火融化精髓，更加心理易变性，红色火焰让红宝石晶体

从熔体出现在镀金银框内。除非，它最初种子是一块混沌心。 

有道路，其他一切是其次。经常其他一切不重要。 

我们不想去适应世界，也不想逃避它，进入一些必杀技一我们根据能力变化世 

界。 

无论什么能力，从《私人》到《元帅》，我们都在一个军队。 

 

《出生权，我们是行走有力的，有节奏的在心灵和灵魂志愿的一部分。它唯一的

目标是把人类世界放在撒旦的脚下》。V. Scavr, 《Maledictum》 

 

萨马云XLV A。S。 

 

感谢 

Nicodimus，Zardoz，Dazarat，De。S.，Fr。 ，Comahon 

为建设性的beta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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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岬狼 

为什么多神教失利了 

与俄语翻译一帕特丽 

 

我们会很多次为祖先，他们的宗教，文化，世界观增光，但是这些都没有意思，

因为任何人会提一个简单的问：《如果多神教是令人震惊的宗教，为什么基督教代兴

了？基督教借助背判行为胜利了吗？欺骗或者暴力吗？》当然是这样的，但是者不是

主要的原因。 

可能南方欧洲的多神教徒听不过我下面说的话，但是我们欧洲的宗教在南方欧洲

公元前二世纪已经衰落了。如果我们且看古代的文艺，我们可以知道，连古希腊人，

包括荷马，在他们的作文也研究关于有些事情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未必了解关于写的

人的习俗。是因为这时候古希腊的社会已经衰落了。在南方欧洲多神教已经不执行它

的职能。原因是人口增长。 

关于人口增长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多神教是神鬼的宗教，它包括很难仪式，

大量象征和神灵。只有神甫才能理解仪式的意思。只要一步一步，慢慢地参加这样的

仪式就能达到教育。大公社之内只有几个参加者才能达到教育。因为每个神秘允许一

次只献身一个人。然后献身应该在约定的时间完成。某些周，年，候选人达到一定的

年龄。这样一来，大公社的未初始化成员成为局外的，不熟悉的观察员。他们连公开

的宗教仪式过程也不能理解。因为人口增长，大公社像南欧洲一样变成大人群。所以

大多数人在南欧洲不明白多神教的目的。铁器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人把全公开

的仪式看成演出或者不可思议的景况。《好听的音乐，演出很精彩，但是什么意思？

》如果神甫透露仪式的秘密，引起未初始化的兴趣，解释仪式的过程，这些会损害他

们的宗教般的体验。因为对候选人的要求是不知道每个仪式的内容就能达到教育。神

甫应该保守仪式的秘密，否则它没有用。 

所以，不像北欧洲，南方欧洲很多人不满意多神教。在这个地方每个人把多神教

看成不可思议的。仪式很难理解，所以这样不能达到教育。几百年以后罗马人为了未

初始化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基督教。新的宗教在南方欧洲很容易引起追随者。基督教

表示单一的象征，单一的神灵和单一的救世主。连愚笨也可以理解它。《十字前面跪

下来，承认你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可不是吗？这时候多神教的大公社

只让社会名流参加崇拜。其他人排除了。所以他们联合新的宗教（基督教），因为他

们尽快就能得救了。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所以接下来几百年基督教扩展全南方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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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然而，南方欧洲的农村依然是多神教的一因为多神教崇拜没有大公社的问题。 

补充说，我们之所以叫多神教《paganism》，是因为《paganus》拉丁文的意思是 

《农夫》。首先，基督教是为了大城市的不熟悉情况和无知的人群建立的。 

西方欧洲和东方欧洲随着增长人口遇到一样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太抵抗基督教扩

展。但是，北方欧洲仍然是人口稀少的领土。维京时代西，中，南欧洲的人口是成百

上千万人，同时全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口是250 000人左右。所以其他欧洲部分是基督教

的，斯堪的纳维亚是多神教的。首先是因为斯堪的纳维亚人都住在小公社，他们都会

参加多神教崇拜。斯堪的纳维亚从来不衰落，从来没有为基督教的空间。 

结果，我们都知道怎么北方欧洲防御基督教文化和宗教的帝国主义。然而，250 

000斯堪的纳维亚人遇到成百上千万基督教徒的时候，杰出的航海技能和蔑视死亡是不

够。但是，他们烧毁已经建的修道院，杀死或者放逐已经抵达的基督教徒，勇敢地打

击欧洲其余地区近250年了。结果是他们的抵抗失利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到底愿意假装

通过了基督教。 

多神教失利了为宗教。多神教就是不再是正式的宗教，因为它不是为了大人群的

宗教。它是健康公社，少数与自然和睦相处人的宗教。这是有力量，纯洁，美丽，健

康人的宗教。这是为了这样的人唯一的宗教。 

其他社会，因为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犹太教基督教宗教钻进地缝。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多神教徒住在自己的，独立的，健康的公社和农村，他们不会

成为淫荡的。没有什么会破坏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的人种。如果，连只有些人才忠实

于我们的宗教，也没有什么会用他们的亚洲泥玷污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住在公社，

这里每个人都与多神教的仪式达到教育。我们不让他们把我们拉到他们的深渊。他们

的现代所多玛/蛾摩拉把自己破坏。多神教徒会活下来文明的衰败，他们不参与这样的

破坏，所以他们依然是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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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吉·其斯恩斯及 

辩护壮慨 
与俄语翻译一帕特丽 

 

人是政治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 

 

人民能存在在政治中只是因为建立独立的政治社会， 

同时把自己反对其他政治社会为了保护自己了解其具体的社会。 

卡尔·施米特 

 

不久我读国极好亚历山大·库普林的小说叫《最后一句话》。这个作品解释被告的

讲话。他无法与鄙俗行为和冷淡精神一俄罗斯知识分子和睦相处。主角认为所有的人

是像这位讨厌的人一样。结果是他把最讨厌这类人的代表用左轮手枪杀死。列宁大概

在同一时间起名这些人《国家的该死人》。大多数俄罗斯作家把俄罗斯知识分子痛斥

为漠不关心、缺乏原则，虚伪，内部无能力的。比如，壮丽莱蒙托夫的《思心》。 

 

我看在我们一代人悲伤。 

他空的或黑暗的未来， 

然而，认识和疑虑， 

老了，什么都不做，一代 

 

想起来大多数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角，想起来其他空无的，被烧毁的

怪物假装是俄罗斯的精英一他们多是一样丑陋的，像魔鬼，上帝不给它猪的权力似 

的。但是，读库普林的小说后我发现，在任何作品我没看过这样的恐怖和注定失败。 

主角结束他的讲的事后，他的话词语有疑问注定失败。《我再说一边：在我 

的灵魂里没有悔恨，没有怜悯。(可是有一个意想折磨着我和我的天结束前将龇着 

牙)一没关系我监牢或在病人院：”他有儿子！如果他完全将继承父亲的性质，怎么 

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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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杀人犯沉迷书卷气精神的传播路径。它不是生成的，而是文化的。这就是

这个情况主要的恐惧。不会出生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一不会屠灭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从他

们的破坏影响，库普林的主角成为妄想症者是因为他们的破坏影响。任何人会成为俄

罗斯知识分子。所以，只要把事情弄清楚才能解决问题。这个精神毒怎么传播？不是

早就去世的《里程碑》作者，孟什维克分子与立宪民主党人，就是现代不喜欢自己的

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一他们都是空无的假装的样子。他们人数多得不可胜数。他们是永

存的，他们假装的样子是不换班的。 

好像，我到了问题的根源一由于上面说的作家。他们有才能地给我们看恶魔叫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所有性格方面。首先，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冷淡的一他力求客观

的看法，他为偏心感到羞愧。他们是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的猴子，他读完一个部分

拜伦的《海盗》然后把外部形式的行为兴奋起来。俄罗斯知识分子不会有相信，爱 

国，爱情，无私，忠诚，温顺。责备他是偏心的，这样很容易侮辱他。俄罗斯知识分

子无法理解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描述的波兰轻骑兵的姿态美丽。由于拿破仑

手势轻骑兵跳进河里，想穿越到达对岸。一个半波兰轻骑兵淹死了，另一半到岸上给

了赞美的皇帝。俄罗斯知识分子是胆小的，贪的，下流的。他无法鉴定这个日本武士

无谓牺牲的行为。库普林描述这样的行为在《石榴石手镯》。老将军说： 

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不动感情正是无能爱。 

在政治方面无能爱表现为无能忠于一个政治过程。实际上，如果爱情是一直向爱

人，就无能爱的人是奸夫，一直没有什么航线。所以，这样可以描述冷漠和客观性一

精神通奸。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现代的自由主义者是精神通奸。 

奇怪的是冷淡宣传是有力的，常见的。比如，最近我读过巴斯可·为拉里的书叫《

杰罗姆·萨沃纳罗拉的生活》。作家颂扬萨沃纳罗拉，他没有党籍（这儿有三个基本政

党《邪恶》，《准哭》，《灰》），他对所有佛罗伦萨人一样。但是，对《亲自》和

《其他》一样，这不是伟大卡尔·施米特斥责的政治滥交吗？不是由于这样的政治滥交

萨沃纳罗拉处死了？他的全生活的事失败了。为拉里使这些详情完全不觉得不好意思

。这件事不是冷淡宣传吗？值得考虑。 

从我的业务范围一历史学家，翻译员级几个例子。借如两位历史学家：一位从自

己的观念来看解释历史，另一位力求客观性。谁能有最大的影响？谁的观念向未来，

谁的向过去？答案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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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例子：一位翻译员在自己的文章力求客观，另一位能看出来作者的观念，

他想在翻译中显示文章的整体语义空间的一个特定方面。谁能得到最好的结果？答案

是明显的。 

实际上，客观的历史学家和客观的翻译员无法占去完全客观的立场。所以，选择

是，是否他们的观念自觉的（完整的）或者不自觉的（散碎的）。不自觉的观念假定

自由选择，实际上这样的自由是假想的。他认为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他的观念，所

以他的头脑无法被奴役（想起来切斯瓦夫·米沃什伟大的宣传冷漠）。没有明确定位的

人一生淫乱。据约翰说关于他的启示录：《而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这些东西 

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的开始：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既不

冷也不热;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但因为你是不冷不热，而且不冷不热，我会喷出你从我

口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给斯塔夫罗金的时候把这句话和俄罗斯知识分子曲尽其 

妙。我们会把这句话向任何现代自由主义者，每个俄罗斯敌人提出。但是，基督说：“

压迫是我的福利，而我的担子是轻“这句话最好结束简单激情的辩护。现代地球需要这

样的激情在政治，个人，精神方面。爱国，爱自己的命运，爱上帝，爱国王一这是俄

罗斯人的自由。俄罗斯是自由的国家，因为它在基本中有爱。滚蛋该死的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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