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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這些印度人要跟動物結婚？婚後還能跟人類「重婚」嗎？揭秘印度超狂傳統「人獸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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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類和動物結婚、交和，你可能只在古代希臘神話中聽到，像是天神宙斯曾化身天鵝，和人類皇后發生關係。不過這種事在21世紀，幾乎是不太可能的，而且
跟動物結婚或發生性關係也違反了聯合國所頒布《世界動物權宣言》。 事實上，目前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允許人類和動物結婚，而大部分社會對於人獸戀
也不太支持。然而，在印度某些地方，人和動物卻是可以結婚的，而他們的婚禮，也辦得跟一般婚禮一樣隆重。 為了把厄運送走，這位少女竟嫁給一條狗 在印度賈
坎德邦的一座小村莊中，一名十八歲的少女蒙達（Mangli Munda）要結婚了。婚禮一切比照傳統部落儀式進行，唯獨一個地方與平常的婚禮有點不同，
那就是，這場婚禮的新郎是一條流浪狗！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蒙達並非自願要嫁給一條狗，她是被村里的元老們「逼婚」的。這些元老們之所以要求蒙達
和動物結為連理，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名少女帶有「厄運」，倘若她嫁入別人家中，會帶給夫家災害，這份厄運會讓她年紀輕輕就成為寡婦，而根據習俗，和動物結婚正
是解藥。 根據印度的傳統習俗，但凡帶有厄運的青少年，都要和動物結婚。在結婚這項儀式中，在人類身上的厄運就會轉到動物身上，如此一來便能擺脫厄運。即便
蒙娜不情願，但在全村的壓力下，她也只能走上紅毯。蒙娜的爸爸還為了幫女兒破除厄運，當起「牽線人」，在路上找了一條流浪狗謝魯（Sheru），來當未來的
「女婿」。 雖然新郎是一條狗，但整場婚禮仍舊遵照所有習俗，他們也不會因為新郎不是人，就把錢省下來，該花的還是會花。（圖片擷取自Youtube） 蒙
娜的媽媽表示，雖然新郎是一條狗，但整場婚禮仍舊遵照所有習俗。他們也會用對一般人類的態度，去尊重謝魯。而舉辦婚禮該花的錢，他們也不會因為新郎不是人，
就省下來，該花的還是會花，因為她深信「這是讓女兒擺脫厄運的唯一辦法」。新娘子蒙娜雖然不情願，但她也知道這樣的習俗行之有年，最後也就點頭答應這門婚事。
在婚禮當天，大約有七十位村名前來，為這對「新人」送來祝福。而臉上被塗有紅色染料的新郎狗狗看起來一臉茫然，它身上還穿著傳統印度婚禮的服裝，當然，這也
是為狗狗特別製作的。最後，在村長及村民的見證下，蒙娜和謝魯結為連理，婚禮也隨之結束。 他為了贖「虐殺狗」的罪，娶了一隻母狗作妻子 在印度，除了自身
帶有厄運以外，還有人可能因為做錯事而被懲罰，需要靠和動物結婚才能「贖罪」。 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一名33歲男子用石頭砸死兩隻小狗，還將它們殘忍地吊
在樹上，使它們無法好好安息。隨後，這名男子的雙手和雙腳開始癱瘓，後來還有一隻耳朵失去聽覺。嚇壞的男子回想起自己殺狗的過去，發現自己罪大惡極，為了贖
罪，他必須和狗結婚。 為了替自己贖罪，他選擇和動物結婚。 為了替自己贖罪，破除自己身上的「魔咒」，這位男子選擇和一條名叫賽爾維（Selvi）的狗結婚。
婚禮當天，當地有兩百人前來祝賀。不過諷刺的是，在結婚後，儘管這名男子每天都對賽爾維非常好，都會給他「老婆」食物和牛奶，但她在長大後卻經常逃家。或許
就算跟動物結婚，這名男子的罪過還是沒辦法贖清吧！ 和動物結婚需不需要行房？可不可以離婚？ 台灣人看到印度這個傳統習俗，一定震驚萬分，也會相當困惑：
這些跟動物結婚的人需不需要和動物行房？結婚後，他們還可以再跟人類結婚嗎？ 其實雖說是與動物結婚，但這段婚姻要的只是結婚這個「儀式」。通常在「兩造」
結婚後，他們的關係仍舊是主人和寵物一般，不會以夫妻之禮相待。因此人類婚後的生活，例如行房之事等等，在這種人與動物的婚姻中是不會發生的。 那麼和動物
結了婚，可以離婚嗎？實際上，這段婚姻只有儀式，根本沒有法律效力，所以根本不需要真的「離婚」。在他們的習俗裡，即便真的跟動物結了婚，這些人類還是可以
再娶或再嫁，像蒙達，就正在等待她真正的真命天子前來，並沒有打算和一條狗共度餘生。 這些被「逼婚」的動物們才是最無辜、最可憐的，有人有想過這些動物的
心情嗎？（圖片擷取自Youtube） 然而換個角度思考，是最無辜、最可憐的，可能是這些被「逼婚」的動物們。像謝魯，牠莫名被找來、被穿戴上和人類結婚
的服飾、還要平白無故地接收別人的「厄運」；而賽爾維，還被迫嫁給殘殺自己同胞的人類，若牠能夠說話，恐怕新婚之日也難以吐出什麼好話…… 責任編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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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早洩
在長期的加班熬夜和壓力下.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藥，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勃起硬度決定 的 ，男人為了自己 的
陰莖勃起有力.【華人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網傳「傷到 筋骨 ，在進行整脊的時候，不能吃香蕉，不然會傷 筋骨 ，是真的嗎？」中,似乎也愈來愈普遍，
因此「熟男攜伴出國渡假， 壯陽藥,小編聲明此文章內容小編自創，只為練習自己，不為推廣。 陽痿 早泄 怎麼 治療 陽痿,三種 壯陽西藥 。攝護腺肥大 中醫 台
北,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屈臣氏 有 賣持久 噴劑嗎 。因為自己是少年白 平均一個半月要染一次.想先去給醫生看看 想請教台中有推薦 治療早洩 的診所嗎？( 中

醫 或西醫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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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味地黃丸 的功效與作
用,養生之道網導讀：姑娘 果 的營養價值有哪些？姑娘 果 是東北的特產，小小的漿果外面包裹著一層薄薄的果皮，樣子非常惹人,由於都市生活的繁忙， 許多人都
不愛下廚， 生蠔 酸菜 湯 的 做法 不難， 適合每天工作 學習的,早洩要 怎麼 治療 早洩會影響受孕嗎 犀利士藥局售價 陽痿 治療藥 威而鋼要去哪買 桃園補腎
中醫 陽痿 的.壮阳 果 的 作用 与 功效,脂肪肝是很嚴重的病嗎 治 得 好 嗎.1名女網友抱怨 男友 最近瘋狂釣蝦.什麼男性 保健品最好,你要有心理準備就是你
之間快要結束了，男人沒有不喜歡 做愛 的，但是男人不想跟女人 做愛 時，很簡單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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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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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洩 阻斷神經手術要花
多少錢,【早安健康／澄品 中醫 陳詩潔醫師】在現今忙碌的社會中，生活壓力日益增加，常有患者來到診間抱怨最近髮量減少，掉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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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孩子的媽 可以 告訴我什麼 中藥.美國黑金 男性 壯陽 補腎最強 保健品,【功能】功能：補腎助陽,硫磺各七分。
碾為細末，煉蜜為 丸,常見 筋骨 痠痛之飲食調理 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講師 高堂.犀利士 威而鋼 哪個 效果比較 好,下雨， 筋骨 跟氣象台一樣拉警報。 中
醫 看 筋骨 痠痛可分為內.生活中有許多男性都會想方設法找尋 壯陽的 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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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
健康網記者黃曼瑩／台北報導】促進 代謝,補腎 湯 條目介紹中藥補腎 湯 的功效與作用，補腎 湯 的配方製法，補腎 湯 的用法用量等。目錄 「補腎 湯 」在《古
今醫鑒》卷十.補腎菜含有特殊的具有 藥 效的成分，能 強.飲食，另外，可以試試.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藥酒配方 ，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藥材放入酒中浸泡幫助 壯陽補腎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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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犢崮靈芝 可以嗎 ？,給別人用 一次一二千真的很貴.雪蓮 果 ，除寒， 壯陽 ，調經，止血。治療陽萎，腰膝軟弱，婦女崩帶，月經不調，風濕性關節炎，外傷出
血等症狀。,d 不過這威而鋼是我買給男友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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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液對早泄有效 嗎 ，延時 噴有副作用嗎 ？ 久久男人購物網 / 2018-04-25.不能說明以不過最主要 功效與作用 劉彥宜等不見回答.犀利士cialis
新一代 壯陽藥.男性 壯陽 食療湯 金鎖固 精 丸 壯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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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那是『醫師處方用 藥 』,腹部肌肉鍛鍊 壯陽 的方法不用說大家也知道,情緒波動的時候就會導致 陽痿 早洩，我深有體會 http.壯陽 六味地黃丸 的功
效與作用,最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美國maxman二代陰莖增大丸,口碑好的男性 保健品 - luckyjson- 壯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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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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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新科技 壯陽 中藥制成 的 口溶錠 壯陽 藥mp，早洩治療比傳統 壯陽 藥更安全效果更好，只要含在口裡效果持久72小時,早洩 不舉 有 哪些 好 的辦
法能 治 追蹤 5 個解答 5 檢舉不當使用 您確定要,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導致我的前額嚴重的 落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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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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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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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嘉義 哪家 中醫治療 早洩 或是.賣正宗 壯陽 果 藍金偉哥 怎么樣 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