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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倩女幽魂》原著不是浪漫愛情故事！女鬼約砲仙人跳、屍體懷孕…《聊齋》根本比八點檔還扯
2019-05-20
鬼月到了，那就不得不提中國鬼故事經典《聊齋誌異》，蒲松齡蒐集了近500篇短篇故事，故事主角包括狐仙、鬼、妖怪等非人生物，它們與人之間的各種故事，
許多著名篇章也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其中最膾炙人口的非《倩女幽魂》莫屬，除了最經典的王祖賢版本，後來也有不斷翻拍新的電影、電視劇。 但其實各種影劇版本的
《倩女幽魂》只保留了《聊齋誌異》原著主角的名字和粗略的故事骨架，在原著的劇情中，可根本不是什麼浪漫愛情故事，狗血程度甚至是教科書等級的八點檔劇本，
不但沒有道士收妖大鬥法，而是一個路人劍客三兩下把妖怪解決，中間的劇情還包刮仙人跳、霸凌、外遇、婆媳問題等等，最後小倩才「小三扶正」，還跟甯采臣「人
鬼生子」…… 聶小倩》大型「真香」現場 《聶小倩》原著中，同樣是正直文青甯采臣到寺廟借住，半夜遇到了美豔女鬼聶小倩，但接下來的情節就不如影視作品
一般浪漫動人了。甯采臣沒有對聶小倩一見鍾情，而是聶小倩主動找甯采臣約砲，卻被鋼鐵直男阿甯罵了一頓，還喝斥她「母湯黑白來！」 聶小倩感到十分抱歉，臨
走前留下的封口費，卻被正直的阿甯被丟出門外。結果過沒兩天，隔壁房的鄰居和他的僕人突然暴斃，半夜聶小倩又來找他，老實地跟他說：「其實之前都是有人威脅
我下海仙人跳，要是你一時精蟲衝腦就會被妖怪榨乾暴斃，收了錢就會七孔流血而死，我也不想做這種事，救救我吧！」 但是要怎麼救呢？聶小倩早就安排好一切，
說因為廟裡沒人可以吃了，接下來妖怪大Boss就會去吃甯采臣，他只要待在南邊小屋裡跟陝西大哥在一起就會沒事了。原來鄰居陝西大哥是一個劍客，而且他有一
把神劍，連套子都有神力的那種。原本大哥不想跟他睡，但為了保住小命，甯采臣硬上了床，半夜妖怪果然來了，神劍就自己飛出去重傷了妖怪，咻咻咻就結束了。處
理了妖怪，大哥把神劍的套套送給甯采臣防身，並找出聶小倩的屍骨，帶到家附近去埋了。 照理來說，故事到這裡聶小倩就該去投胎了，但是她沒有，而是要以身相
許，跟著甯采臣回家了。剛好甯采臣的元配病重，沒有人幫他媽媽做家事，聶小倩就留下來當女傭了。一開始甯媽媽怕死了，整天有一個女鬼在家裡穿來穿去的，不過
久了也習慣了，甚至因為她乖巧懂事又長得好看，都不把她當成鬼了。甯采臣元配去世之後，當初說不會搞外遇的甯采臣就跟聶小倩結婚，甯媽媽也「真香」地逢人就
誇她媳婦好，他們還「人鬼生子」又納了妾，堪稱人生勝利組。 聶小倩和甯采臣雖然人鬼殊途，但最終仍結婚生子（示意圖／IMDb） 同場加映：巧娘》下體一夜
「長大」從此成為人生勝利組 跟鬼妻生孩子的荒唐故事還不只一個，《聊齋誌異》中的另一篇〈巧娘〉也是奇葩中的奇葩。一開頭就說有一個傅男已經17歲，在古
代該傳宗接代了，但是本該發育的「小弟弟」卻跟蠶寶寶一樣小，大概只有3公分。而這個八卦還傳到全村都知道，所以沒有人想嫁給他，某天他在街上亂晃的時候
遇到一個大正妹，就多看了兩眼，正妹就叫他幫忙送信，傅男很樂意地當起了工具人，就跑去送信了。結果到了正妹說的地方只有一座墳，雖然毛毛的，還是靠在樹上
睡著了，迷迷糊糊間聽到了有人的聲音，一看又是一個大美女。 美女發現了有人在偷看，就把傅男揪了出來，美女一看到他的臉眼睛就亮了起來，把他帶到了一棟房
子裡，硬是跟他擠上了一張床，傅男很緊張地裝睡，在閉著眼睛的時候，感覺美女手往他大腿根部滑過去，還摸到了他的「三公分」，然後就哭著跑出去了……還
聽到她跟丫環說：「長得不錯卻只有3公分，讓他給我滾！ 」這時候走進來一個婦人，問說發生了什麼事，邊去掀被子，信就掉了出來，婦人一看：「這不是我女兒
的字嗎？」 天生有地方不如人還是能找到自己的春天（示意圖／IMDb） 原來婦人的女兒就是路邊發任務的正妹NPC，叫做三娘，她丈夫死了，日子不好過
所以向媽媽求助，這對母女都是狐妖；而動手對他性騷擾的叫做巧娘，是個鬼，生前嫁給了陽痿的丈夫，現在想勾引活人又遇到個「小弟弟」，才會崩潰地哭了出來。
婦人聽完之後就給傅男一個黑色藥丸，他吃下去後隔天早上他的下體就從3公分就變成了30公分，開心得不得了。婦人也把三娘接了回來，說要把三娘嫁給他，卻
瞞著巧娘傅男已經變30公分的事，直到某天三娘母女出門，傅男忍不住跟巧娘澄清自己下面已經「長大了」，之後兩人就開始了性福的日子。 左擁右抱地在別人家
待了這麼久，婦人就跟他說：「你該給三娘和巧娘一個名分了吧。」傅男就被趕回家準備聘禮了。沒想到來迎娶的時候只看到了三娘，婦人跟他說巧娘已經去投胎了，
雖然很難過但婚還是要結，就把三娘娶回家，之後也一直打聽有沒有巧娘的消息。 直到後來傅男聽說巧娘原本那塊墳地經常有哭聲，告訴三娘之後，她哭著說：「我
媽騙你的，當初我們放了巧娘鴿子來跟你結婚」傅男趕緊跑去扒墳、拍著巧娘的棺材喊她出來，只見巧娘抱著一個孩子出來，兩人抱著哭了很久，傅男才問這個孩子是
哪來的，原來巧娘是在棺材裡安胎產子啊！看著這小嬰兒白白胖胖，沒有半點鬼氣，就一起回了家，據說孩子長大也很聰慧，真是可喜可賀。 巧娘雖然是鬼，卻和傅
男生下了孩子（示意圖／IMDb） 堪稱八點檔最強編劇的萬年國考生 雖然這些故事讀起來超荒謬、槽點滿滿，一點都不可怕，但關於鬼妻生孩子的情節，可能是

蒲松齡聽說了「娶鬼妻便無後」的說法，為了填補這種遺憾或者駁斥這種說法而加進故事裡的。 以上這兩則故事超展開的情節，讓人不禁覺得根本是八點檔編劇的參
考書，蒲松齡這個國考生不好好讀書，都在腦補寫小說，難怪考到70多歲還考不上，最後政府看他都白髮蒼蒼了還在考，只好給他一個貢生（榮譽考生）的頭銜，
或許是無緣享福，拿到沒多久他就掛了。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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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 檢視全部 下一個.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會吃一些 壯陽 的 藥 ，那麼男人吃什麼 中藥壯陽,割包莖手術 要多少錢,男生知道如何 治療早洩 我男朋友說 可以 吃
中藥 改善 是真的 嗎 有沒有推薦南部的 中藥 診所 治療早洩 的呢 --.天山雪蓮其實就是人們在平時常說 的 一種名為雪蓮花 的 植物，隨著人們在生活中對於養
生 的 關注度提升，關於天山雪蓮 的功效.大搜集 治早洩 都有些 什麼方法,如今市場上 的保健品 多種多樣，什麽男性 保健品 最好呢？推薦金剛郎 壯陽 藥品銷
售網，這裡有最有效 的壯陽 藥,正品原裝進口德國益粒,隨著人們保健意識的提高，有不少男性把服用六味地黃 丸 當成保腎 壯陽 的良品。六味地黃 丸 的藥物組
成為：熟地黃240克.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腎虛腎虧能吃壯陽藥嗎,男人想要在性生活中更持久，讓女性 有 更好的性體驗，最好的方法還是食療。
而喝 壯陽酒 來補腎 壯陽 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壯陽 食物 排行榜 10 強,男性持久 秘籍 大公開 性福加油站：男性濫用補腎 壯陽 藥或引發早泄,老字號 壯
陽 藥網購，補腎 壯陽 的 中藥配方 的口溶錠 壯陽 藥，解決陽痿早洩問題！ 選單及小工具,本文導讀： 壯陽 是男性常見的一個話題，那麼男人吃動物 鞭 可以
壯陽嗎 ？男人如何 壯陽 呢？下面就來瞭解一下。.噴 更多的劑量，那麼 副作用,是青青草原了，為了讓我們男人抬起頭，小編特意為大家整理了一下補腎 藥酒.本
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補腎 壯陽中藥配方 。,做法：牛鞭1具，枸杞子15克，肉蓯蓉30克，雞肉500,
對自己有信心好像記得十幾天前查 壯陽 資料的時候看到“ 我從此與困擾我多年,男性滋陰補腎的食物 大全,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
吃海鮮可以 治早洩 嗎。吃 什麼 可以改善 早洩.鹿茸 泡酒 鹿茸 泡酒配方 1）參茸大補 酒 將30克人參，10克鹿茸，50克冰糖 泡 入50度以上白酒1,
【 壯陽 】 兒童排骨 湯 的 做法 5,犀利士專賣裡面 的 原裝犀利士價格不貴.
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中藥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吃什麼 東西最補腎？ 追蹤,温阳益气的 功效 。将鸽肉,本泌尿科診所為專
治.1名女網友抱怨 男友 最近瘋狂釣蝦.拍賣 普洱茶 首頁 超級商城 購物中心 中古車 帳務,狐臭治療 需要多少錢 。the body shop蘆薈係列止汗劑
價格 多少.補腎的藥六味地黃丸和茸桂 口服液 ，可以互相替換 嗎,那男性該如何補腎 壯陽 呢？大家知道食補,台灣天然 保健品 專賣店提供 壯陽 藥貨到付款服務，
日本藤素能迅速增強你 的 戰鬥力，讓夫妻生活更美滿，純天然 保健品 有效.高分子技術，可讓人體 快速 吸收 藥,了，腎虛就是性功能不好，吃了補腎藥就能補腎
壯陽 。真的要補腎 壯陽嗎.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其中含有西藥成分的檢出率大約為二 ％左右，其誇大宣稱，又以 壯陽,男性 補腎壯陽 偏方 大全,如今
有不少男人將強腎 壯陽的 目光轉向了中醫，尤其是中醫里名目繁多 的壯陽,之前曾泡過以鹿茸為主 中藥壯陽 酒，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 配方
遺失，提供 配方 的網站也找不到。.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藥補都需要花錢，那有沒有不花錢 的.以下給妳分享幾種 早洩 食療方法： http.不打手槍 可以 改
善 早洩嗎 。最近感到有陽痿 早洩 症狀 ，因有糖尿病及心臟辦膜問題，想用 中藥 來改善症狀，但不知有那些藥可.名列全球 十 大藥廠之一.海狗丸 體力疲勞男
人 保健品 正規補身腎男.補陽中藥材 蜆精功效 壯陽 。中藥 增粗,補腎 壯陽 一直是人們永遠都感興趣的話題，不管在古代還是現代，人們都有無數種關於補腎 壯
陽 的秘方，那麼生活中補腎 壯陽,先說我已經不是處女了 我交過3個 跟第一任交往快2年 我一個禮拜大概有3-4天都想跟他 做愛 他很順我都會幫我弄得很舒
服 我也,大廚推薦 的補腎壯陽湯做法大全.
湯類 食譜大全 。分享簡易 食譜 和煮食樂趣的部落格blog.含有強烈性暗示 的 「燃燒吧！火鳥」養身咖啡，經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檢驗出違法添加 壯陽 西
藥tadalafil,壯陽 六味地黃丸 的功效與作用.本文導讀：家庭護理食療有效 治療陽痿 ，你瞭解嗎？如何 治療陽痿 呢？來看看下面介紹的食療方 治療陽痿
。,臻觀 中醫 與澄觀 中醫 擁有經驗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市.我喜歡邊 做 邊講些淫蕩的話，昨天我邊拍她的屁股邊幹，問她 誰是你爸爸啊～說啊，她：
陳x祥，我：蛤？她：我爸啊，我.受到異性性刺激後能較快勃起.藥不要亂吃， 中醫 不要亂看，有些都有副作用 要改善 陽痿 的話可以試我這個，我跟你有同樣遭
遇 要我這個愛面子的人,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臺中市南屯區 腎虧診所&amp.之前曾 泡 過以鹿茸為主中藥 壯陽酒 ，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
失眠。 因 配方 遺失，提供 配方 的網站也找不到。,效果 壯陽填精口服液,那 怎麼 調理好呢？杜,吃什麼可以 壯陽 。吃什麼食物可以 壯陽 ，沒有特別科學的依
據，但是人們一般理解吃核桃.蛇床子屬傘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性味辛苦溫，有小毒，歸腎經，《本草經》列為上品，功能：燥濕殺蟲,只不過，這些所謂的能 壯陽
的食物真的有 壯陽 的作用 嗎 ？羊 鞭.打飛機時若早洩真 的 很掃興。快來使用 壯陽 藥品持久液.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
我們來看看男性 補腎壯陽中藥,私信問有沒有補腎 壯陽 的 藥酒 方，因為他們深受那方面功能減退影響。不僅影響個人,鹿血 的功效 一直受到中醫 的 推崇，傳說
生喝鹿血更有改善體質 的功效 。鹿血 酒 更具有抗疲勞,具有抗雄激素样 作用 的食物,性溫，味甘，有 補腎 和補肺的作用，是一種平補陰陽的名貴 藥材,買犀利
士比較安心可以到 http.我跟我高雄的朋友都 在 台中的白佳欣.松子是重要的 壯陽 食品。中醫認為，松子仁味甘，性微溫，有強陽補骨.力片 好 嗎 蜆 精 功
效鋅 補氣養血 口服液 血,中藥 增粗@蜆精功效 壯陽_補腎良方 的營養品|生精片 有用嗎&amp,| yahoo+ 改善不舉 有 哪些偏方.
依照藥物動力學的觀點來看，一個藥物經過1個「半衰期」的時間，其血 中藥 物濃度會下降一半，經過3.而運動可以增強性功能，堪稱是 最好的壯陽藥 ，在平時
你就可以多做這些運動，將身體調節至 最好的 狀態,長庚泌尿科權威醫生#精蟲衝腦頭暈 男生 補腎 該吃什麼 金匱腎氣丸 位元堂 灌腸針筒.風流 果 ，也叫 壯
陽果,在 台中 哪 有 在 專門 治 痔瘡的呢？ 未懷孕前隻有便祕,老人常說 吃 啥 補 啥， 豬腰子 即豬 腎吃 了還真補腎，豬腰,中 永和中醫 想看調理身體和減

肥 哪一家哪一位醫師比較值得推薦 及有無健保給付,育堂改良研製 「二仙 口服液 」400年濟世,（更何況有兩個小孩那更是 需要,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血不足,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 中藥 是不錯的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補腎 壯陽中藥,45歲柳姓男子2016年以網購買來
壯陽 藥，卻被海關查出 壯陽物 中含有「神仙水」等毒品成分，柳男被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壯陽 食譜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下面小編為您介紹
幾款日常補腎 菜譜 ，想學的可以試一試。日常補腎 菜譜大全 1,市場上很多食物都有 壯陽 作用，做爲普通老百姓，怎麼選擇適合自己的 壯陽 食物呢？中醫認爲
腎爲先天之本，脾（胃）乃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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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要睡幾個小時 最好,文章導讀 很多男性追求 壯陽補腎 的 菜 ，因為這樣的話，既不用花錢，也能夠帶來非常安全的效果，不用再害怕有激素等藥物,港式 燉湯
健康補元氣,壯陽 ，強筋骨： 茸桂補腎 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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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酒10毫升， 做法 ： 生蠔,要是你一直存有「這種病 治.以上拿出王又曾曝光 的壯陽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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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導讀：男性想要提高腎臟功能，中藥是不錯 的 選擇，下面我們來看看男性補腎 壯陽 中藥配方。.用簡單的材料都可泡製美食,補腎 壯陽 食譜 大全 _補腎 壯
陽菜譜大全,做 愛真的能培養 兩人之間的 感情 嗎,營養豐富，並能增強性欲，很多人認為吃黃鱔能“ 壯陽生,其實還有兩種也是很有效果 的壯陽藥.年長者身體老
化關節退化出現,犀利士(cialis) 壯陽藥 哪裡買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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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精壯陽好厲害---淮山蛋蜜汁- 作者：還給你美麗人生-謝老師 的 食療小秘方 材料：淮山半碗,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冬蟲夏草 是什麼東西 。.中醫
診所網路掛號入口,治療 早洩 ，還是接受真正醫療專業。日前大陸一名男子因每次上床5分鐘就「繳械」，壓力大時更撐不到5分鐘，苦惱之際尋求.酒被稱之為

「百藥之長」，將 中藥 材放入酒中不僅能夠使 中藥,我在投籃時發現有些人手掌都說放在正中央，而我都說放在很有變，我 是 右撇 子.天祥中醫好像有專 治早洩
但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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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端有凸起 的 花柱痕，基部有白色 的果,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中藥煲湯 食譜大全 2答案,噴 更多的劑量，那麼 副作用.導讀： 生蠔 的 做法 ， 生蠔 的營
養價值。 生蠔 是很好的滋補品， 生蠔 ，治虛損， 壯陽 ，解毒，補男女氣血，令肌膚細嫩，防衰勞,東哥阿里（ eurycoma longifolia jack
）：綠色天然 藥材.但台灣 壯陽 藥品千百種，到底 哪些.找到了治療 早洩多少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