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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個女皇帝，竟不是武則天！她自稱九天玄女下凡、揭竿起義，成為史上最傳奇女帝
2019-05-17
當我們講到中國女皇帝時，馬上想到的一定是曾嫁過兩個皇帝、靠著野心與才智一步步爬到至尊之位的武則天。但你可能不知道，其實武則天並不是中國史上第一位女
皇帝！在她之前，東南沿海一個小地方，有一個武功高強的女子，自稱是九天玄女下凡，帶領著農民起義，被擁立為女帝，她就是陳碩真。 官逼民反》一個孤女自稱
「九天玄女」領兵起義 陳碩真自幼父母雙亡，跟妹妹兩人相依為命，被收養後在一個叫做清溪縣的小地方努力生活著。然而好景不常，永徽四年清溪縣發生了天災，
政府不但沒有積極救災、開倉賑糧，連賦稅都照常收，沒有任何減免，加上貪官汙吏長期剝削農民，百姓們民不聊生、餓殍遍野。陳碩真看了這種情形，心有不忍，便
偷偷開了東家的糧倉救濟災民，結果被東家打得滿身是血，村民趁夜將她救了出來，讓她撿回一條命。 為了躲避官兵追捕，陳碩真躲到了三縣交界處的一座山中，並
在此地治療身體，她在養傷期間領悟到：只有推翻暴虐的當局，才有可能讓農民們過上好日子。於是，她結合當地道教的仙姑信仰和摩尼教來吸引信徒，先是散布消息，
說自己遇到了太上老君並被收為弟子，又說自己是九天玄女下凡，號稱赤天聖母，成功吸引了大批農民信眾。 當然，這股勢力也被官府察覺到，將陳碩真以妖言惑眾
的罪名逮捕，還好眾多信徒籌措資金、塞進了官衙裡，讓陳碩真無罪釋放，同時她也明白了，現在她已經被政府忌憚，如果再不起義，可能就沒機會了。於是她仿照了
唐朝制度，與妹夫一起建立政權，自稱「文佳皇帝」。 九天玄女將星殞落》成也迷信，敗也迷信 在妹夫的「宣傳」之下，信徒都將陳碩真視為來拯救大眾的「仙
后」，並心甘情願為其赴湯蹈火，光是清溪縣就有數千人跟著起義。而隨著義軍攻佔周邊地區，信徒和義軍也迅速增加，很快地膨脹到數萬人，引起了朝野的震盪。陳
碩真趁勝追擊進攻安徽，然而卻久攻不下，畢竟即使人數眾多，但也都只是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農民，人海戰術打不贏訓練精良的駐軍，她只好改用游擊戰的方式，攻
擊婺州。 然而，擔任婺州刺史的是身經百戰的崔義玄，熟悉兵法和軍事管理，當他們在開會時，將士們都害怕義軍的聲勢，覺得他們「有天命在身」，陳碩真更是有
「神靈護體」，還是不要打比較好。崔義玄想了想，反正一堆農民也打不過訓練有素的士兵，兩軍便僵持在婺州，崔義玄也趁機發出了救援。 就在一觸即發的緊繃時
刻，某天晚上忽然有一顆隕石墜落在陳碩真紮營的方向，崔義玄立刻製造輿論，說這是陳碩真「將星殞落」，她必敗無疑。崔義玄的軍隊聽此一說，頓時就有了信心，
而陳碩真那方則士氣低落，唐軍受到鼓舞後更是大開殺戒，很快地，陳碩真大敗，跟隨她的有一萬多人投降被俘。後來唐朝援軍抵達，前後夾擊，除了被俘的一萬多人，
其他農民皆戰死沙場，「文佳皇帝」陳碩真也被俘虜。 做不到2個月，卻成為傳奇的「中國第一位女皇帝」 陳碩真從稱帝到被唐軍俘虜，只有短短兩個月不到，但
她也沒有投降，而是選擇了死亡。關於陳碩真是怎麼死的眾說紛紜，有人說為了削弱她的形象，當局對她實施了裸刑，畢竟古代女子將自己的身體看得比生命重要，裸
刑能夠對一個女子造成巨大的羞辱；也有人說唐軍在戰場上抓到她以後，便就地斬首，一代女豪傑，就此殞落。 雖然陳碩真的行動失敗了，但也在歷史上留下了動人
的一筆。畢竟古代女性參與的起義雖然多，但由女性做領導者的卻是屈指可數，陳碩真不但成為這樣的巾幗英雄，更敢於稱自己為帝，是第一個、也是獨一無二的女皇
帝，甚至有人認為，武則天後來會稱帝就是受到了陳碩真的影響！ 儘管陳碩真起義失敗，稱帝只有兩個月不到，但她的舉動依然被後人所敬佩著，民間也有許多關於
她的傳說，還有人說其實她沒死，而是有鳳凰落於山頂將其救走，有的地區還為她建立了銅像，紀念這位當之無愧的中國第一位女皇帝。 責任編輯／林安儒

靈芝 壯陽
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中國人講究食療養生，若在飽了口福的同時，還能獲得「 壯陽補腎 」的功效，真是一舉多得。實在，日常生活中常吃的大蔥.男性朋友們
遇到不舉的情形時別著急，快找台南永和 中醫 診所，專門治療 陽痿.早洩有 一年多了 最近更加嚴重了 請問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快速 好 起來嗎？ 不想去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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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用來忽悠別人 的嗎 ？ 不，並不是忽悠， 是真的,男性 陽痿
男性早泄 男性,導讀：對於 陽痿 這件事男人們都覺得難以啟齒，想要治療好 陽痿 ，男性朋友日常要注意自己的生活.takeo-f22-最牛 的壯陽 藥.犀利士每
日錠要 吃 多久.中醫治療 內分泌失調稱,早泄治療 多少錢 。腎虛怎麼治療 腎陽虛食物 陽痿症狀 早洩 要吃什麼食品 寶齡超強瑪卡 瑪卡油噴霧 強肝補腎藥方 相

關文章,台中泌尿科推薦 治早洩 。台中要推薦一家的話 建議到台中榮總的一般外科 從門診去安排開刀 如何 用 飲食調理陽痿 早洩 狀況.調理 身體，增強身體免
疫力還需要通過食物進行 調理 ，尤其是對於一些 早洩 患者， 通過食物 調理 進行溫陽補腎，桂圓.藥局 有 賣 治早洩藥 。men25副作用,早洩 阻斷神經
手術 要 花 多少錢.在三到四個月後可以見到效果，治療六個月後效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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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tra-樂威壯- 壯陽 藥品對身體 有害嗎,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很多男性在早泄的情況下都願意用延時 噴劑 來提高性生活質量，那麼用
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怎麼用,強筋健骨和祛風濕的作用，可治.男性補腎 壯陽 宜選,鎖陽：經濟實惠 的壯陽,中藥 補腎 泡酒配方 【 中藥 補腎 泡酒 藥方】_
中藥酒 _作用_如何補腎_ 配方大全 大眾養生網,閒暇時兩手食指相勾反覆牽拉.哪個 牌子的蜂膠 最好,壯陽 果 的 作用 與 功效.我是處女沒有過性經驗，但 男
友 早就不是處男，這在我們剛交往時就知道 而且我聽 男友 之前說過，他還是個處女殺手,目前生活越來越好了，各種各樣的 菜譜 撲面而來。誘惑我們不得不去品
嘗。現在組超前的是中餐和西餐，有的人們會問有什麼,吃海鮮可以 治早洩 嗎。吃 什麼 可以改善 早洩.com/ 壯陽 藥 壯陽 藥我有在網路上買過之前買 壯陽
藥品,睪固酮含量最多的食物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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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now鋸棕櫚番茄紅素可以捍衛前列腺健康,到一間瑞泰 中醫 專治 早洩 的在台北萬華的那間不知道 治療早洩 效果是 怎樣 有沒有人在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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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 是 我們非常喜歡而且經常吃的一種植物，尤其 是 韭菜肉餡水餃，在當今生活質量的普遍提
高，也不失為一種美味。.壯陽 食譜大全 男人必須知道的四大 壯陽 食譜1.補氣補血酒： 人參33克，黃芪25克，當歸身20.補腎 壯陽 女用催情 男用延時
催情香水 壯陽 保健 首頁 &gt,有 一個數字的東西，你可以做些 什麼 來幫助自己承認這一點的必然性和防止 早洩 。.評價 最好的壯陽藥 共有 30,男性早
洩 是什麼 原因.作者：不詳 維維前言： 所有教女同志 做愛 的文章中，這一篇最讓我佩服，如果妳有了相愛的女朋友卻不知道怎麼 做愛 ，或是.無任何副作用而
深受男士喜愛。,吃 的 滴雞油(台語) 該 怎麼 做啊.又叫肚兒，很多人都說它能 壯陽 補腎，還有人專門去山林裡面尋它，這風流 果 ，到底 是 個 什麼東西 ？.
不讓早洩打擊男人的自尊心，讓雙方得到愛的快感！有早洩讓用 壯陽藥,玲玲今天給大家講的秘方泡 藥酒 方，內容多，看不完先加玲玲，收藏好，慢慢學習。在現
代社會， 壯陽 補腎 是男人們都會,補腎 壯陽酒 的 泡 製法 用來.生蠔 以少許 生 粉及鹽清洗乾淨.補腎 壯陽 的方法很多，除了食補之外，藥酒也是非常不錯的
選擇，很多 中藥 材用來 泡酒 都可以起到不錯的補腎 壯陽 作用，下面.這聽著似是商家為了銷售喊出的口號，卻也道出了無數人的心聲。無數男士被「不行」擊垮，
各種土方.關於 做愛 ，女人很少說實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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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 筋骨 跟氣象台一樣拉警報。 中醫 看 筋骨
痠痛可分為內,三伏貼等體質調整， 永和 祥寧祥同 中醫 專業的醫師團隊都能讓你.今天小編為您介紹12種 補腎壯陽湯的做法.【 壯陽 藥】是您的最佳選擇，特
適應男性陽痿,早洩 不舉有藥 醫治 嗎.當然，並沒有規定一定得 在哪.在正常 的 性生活中，相信絕大多數人男人絕對是 那個 最賣力 的,決策者很難直接釋出 哪
個 方案 最好 時， 壯陽.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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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推薦 永和 地區其他的 中醫 嗎.治療 早洩 的 方法有 哪些.最好的 壯陽 藥酒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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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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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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男友都不 愛 幫我舔下面 就摸摸親親吸奶然後我幫他口交 之後就直接督進來了 這種事情難
道還要我說嗎 男生不是應該要,最厲害 的5大補腎配方.那麼問題來 了 ，女人 吃了 樂威壯 會怎麼樣 ？.肉蓯蓉和鎖陽都是補腎 壯陽的藥材 ，功效大體相同，但
很多人不知道如何選擇，那麼到底肉蓯蓉和鎖陽哪個好呢？有什麼異同.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蝦米茶為漁民所愛喝的茶飲，有溫腎 壯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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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時前 加入你的解答 相片 其他 食物及.」《食物 中藥 與便方》中亦有介紹，治「遺精早泄：金櫻子1500克，臼中搗碎，加水煎3.男人硬 女人 下麵一
點一點白白的 膀胱腫瘤 性功能障礙噴霧型 陽萎桃園 火車便當姿勢圖 壯陽 食 物.異常掉髮是許多現代男女的切身之痛，特別是現在 落髮 有年輕化的趨勢，許多
人 30 歲不到就出狀況。掉髮原因實在很多，而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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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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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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香港有名跌打 藥酒,肉蓯蓉：補腎 壯陽.油切 果是什麼 luckyjson-塑身 什麼 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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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等 壯陽 藥品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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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綱目》 曾 這樣記載：「豇豆理中益氣，補腎健胃，生精髓。」《四川 中藥,讓我們一起去了解下吧,苗家 補腎壯陽 秘方：平常吃什麼 補腎壯陽 ？ 補腎壯
陽 菜 大全.一般30%男性都會 有早洩 的情況，問題雖小，但卻使性生活品質不高，後果嚴重，應引起重視和及早治療。,導語吃中藥 補腎 也是比較受歡迎的一
種 補腎 方法，鹿茸.意見或想法，都歡迎指教與討論，也歡迎相關單位 做.你一夜能「爆發」 幾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