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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带如果有充足的水供应的话，干冷的季节为蔬菜生产提供了最好的平
台。害虫和病菌的危害相对较低，气温也温和。相反，雨季带来了高温和湿润，
使得冬眠的蛇和其他害虫相继归来。这意味着如果不使用一些重要的投入如塑料
薄膜覆盖和杀虫剂，很多招虫的蔬菜，例如生菜和番茄，在雨季的环境下很难被
生产。
在对雨季的预期中，ECHO 亚洲种子银行的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 32 种可以
在雨季种植的蔬菜品种清单。这些都是一年生或多年生能抵抗害虫和疾病的伤害
（例如：蛇和细菌）的蔬菜作物，同时他们也能提供日常所需的营养。在实际种
植中，同时种植一年生和多年生作物可以有更好的产量和均衡营养，同时当某种
特殊的品种种植失败时可以应变。在这个清单中，我们主要强调的植物是提供可
食用的叶子和芽的。
在东南亚，传统上叶子和芽只被少量的采集。选择的范围一般都是有规律的，
都是选可以被快速采到的和容易寻觅到的。很多以这种方式采集的作物能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持续提供食物。另外，很多种芽和花习惯上也被作为配菜或者“沾”
菜（例如，沾酱汁或咖喱）而不是主菜。因此，这些品种不需要很大量。
以下清单按字母顺序推荐了一些用于雨季种植的蔬菜植物。其中包括了易在
院子里发现的植物或我们的种子银行工作人员在规定时间列在表格上的植物。对
于推荐品种的种子和截枝的信息，请查阅 ECHO 亚洲种子银行目录（ECHO Asia
Seed Bank Catalog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品种都能在 ECHO 亚洲的种子银行
获得。如果我们不能提供种子，读者请查看 ECHO 国际种子银行（ECHO
International Seed Bank）。有几种品种是野生或森林里的品种，他们很容易在你
的当地市场找到。通常，ECHO Asia 种子银行强烈推荐使用经研究易在当地获
得的品种。
雨季种植的蔬菜：
竹笋 - Dendrocalamus, Gigantochloa and Thyrsostachys
species and others
特征: 竹子科在东南亚地区广泛生长；一丛竹子可以产
生很多茎。
可食用部分: 竹笋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很多普通的蔬
菜相比，竹笋有更高的自由氨基酸、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含
量。除了 Brassica ,他们也含有更高的维生素 C。可食用的新竹节（竹笋）通常
产生在雨季后半期。竹笋可以煮食、煎食、和加咖喱烹饪或腌制。

种植建议：竹子通常是无性繁殖，例如通过竹节分离和竹节（枝条）截枝；具体
的技术取决于竹子的品种。作为偶然的礼物，野生的由种子发芽而来的竹子也能
被利用。竹子的种植必须在较宽的地方，不能小于 3-5 米的间距（10-16 英尺）。
可能的病虫害： 竹节蛀虫，粉蚧，鳞虫和螨虫；通常不严重。
恰亚 - Cnidoscolus chayamansa
特征： 完全是一种近期新进亚洲的品种，恰亚是一种多
年生的有较厚多汁直立茎的植物，带有较大互相分离的叶
子。ECHO 亚洲种子银行和 ECHO 国际种子银行提供
“ECHO”品种的截枝。
可食用部分：嫩恰亚的叶子和芽是蛋白质、钙、磷铁、烟
酸、核黄素、硫胺素和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很好的来源。
注意：生恰亚的芽和叶子富含氰化物并且是有毒的。在开
放的/无盖的锅里煮或蒸 10 分钟，倒掉水就可以食用。
种植建议：用截枝种植，间距 50 厘米（1.6 英尺）或适当
靠近做成可食用的篱笆。恰亚应种在向阳或部分偏阴的地方；初期种植需要定期
浇水，但是恰亚不喜欢死水。
病虫害：没有主要的病虫害。
佛手瓜（chayote -Sechium edule）
特征：是一种藤类、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可食用部分：果实、根、茎、种子和叶子都可以食用。果
实可以生食也可以煮食。雨季可获得的嫩叶芽，收获之后
烹饪方法与南瓜尖和葫芦尖类似——把较坚硬的外皮去
掉露出柔软的可食用的部分。
种植建议：种植佛手瓜是把整个果实的一侧放在一个土坑
里。建议为佛手瓜搭上架子（棚子），种植间距为 2-3 米
（大约 7-10 英尺）。在热带，佛手瓜最好种在高海拔地
区（800 米或以上），并要求适宜生产的稳定的土壤湿度。
病虫害：蚜虫、果蝇和蟋蟀。
攀援金合欢（Climbing wattle – Acacia pennata）
特征：在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都种植的灌木状的多
年生植物。有双羽状的叶子和会攀爬的枝条。
可食用部分：一年到头攀援金合欢的枝条都能产可食用的
叶芽，特别是在雨季。叶芽有很强的芳香和味道。常常可
鸡蛋混合油煎做成煎蛋饼，或者什么都不放，沾沾水吃。
种植建议：新植株可以由截枝或种子培养而来。种子间至少相聚 1 米（3.3 英尺）。
病虫害：没有主要的害虫。

豇豆 Cowpea - Vigna unguiculata

特征：一年生的灌木或爬藤植物。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山门（Samoeng）”
品种（一种开白花的低矮爬藤豇豆）和“拉祜/湄爱（Lahu/Mae Ai）”品种（灌
木豇豆品种）。
可食用部分：嫩芽和嫩豆荚；成熟的种子。
种植建议：直接使用种子种植；间距 30cm(11.8y 英寸)；在晴朗的天气种植。
病虫害：蚜虫（用木醋和温和的洗涤剂喷撒植株可以防治）。
黄瓜 Cucumber - Cucumis sativus
特征： 一年生的带绒毛叶片的爬藤植物。ECHO 亚洲种
子银行提供有大果实的“高棉（Khmer）”品种。
可食用部分：嫩果实或成熟的果实。
种植建议：种子间距 30cm(11.8 英寸)并搭架子支撑。
病虫害： 黄瓜蛾（用预防性的传统经验可以控制，例如
卫生设施和覆盖物）和真菌。

茄子 Eggplant - Solanum melongena
特征： 宽阔毛绒叶片；长方形或椭圆形果实；本地的品
种（有李子大小的种子或稍大一点）也是可用的。尽管这
种植物最好在冬天种植，但是一些 Solanum 品种也可以在
雨季种植。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黄”品种(S.
melongena)，它有长寿的一年生的大型葫芦状果实。
食用部分 Edible Parts： 果实。在果实还是绿色坚硬的时
候，ECHO 亚洲的“黄色”品种就可以食用。当果实成熟
变黄后也可以食用，但有点苦。
种植建议：种子种植间距 30 厘米(11.8 英寸)。在有良好
排水的土壤里种植，在向阳或半阴的地方种植。
病虫害：根/茎真菌病（马上移除受感染的部分再翻耕这个区域； 用塑料薄膜覆
盖晒过的土壤，建议在最热的月份里也这样)。
蕨菜 Vegetable fern - Diplazium esculentum
特征：多年生草本植物。野生的在森林的溪边或湿地边都
能发现。这种植物生长着可食用的羽状枝条（叶片）。菜
蕨通常是由野生的收集而来，有时也可以从当地的市场上
获得；人工种植很受限制。
可食用的部分：新生的卷曲的叶片和嫩的柔软的叶尖。
种植建议： 通过分离植株来栽培；适合阴暗潮湿的环境。
病虫害：偶尔会有蛇。

短穗鱼尾葵 Fishtail Palm - Caryota mitis

特征：多枝的棕榈植物，有明显的鱼尾状的叶子。中心可以食用，当长到大约
2-3 米（7-10 英尺）可以收获。有野生的，人工常常种植为观赏植物。
可食用部分：除去木质的外皮后，内部的枝条（中心）可以食用；有点略微的苦
/甜味。
种植建议：短穗鱼尾葵是一种丛生植物，生长在向阳和部分背阴的地方。株与株
之间间隔 3 米（大约 10 英寸）；它需要至少 3 年的时间生长出可食用的枝。
病虫害： 没有主要的害虫。
洋刀豆 Jack Bean - Canavalia ensiformis
特征：有紫色花和大豆荚的一年生灌木爬藤植物。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灌木状的“泰（Thai）”品种。可食用
部分 Edible Parts: 嫩豆荚和枝条；花。
重点：成熟的洋刀豆的种子有弱毒性，所以在没有经过特
殊处理之后不应被大量供应。
种植建议：用种子直接种；在向阳和部分背阴的地方种植，
间距 30cm(11.8 英寸)。
病虫害：成熟豆荚上的豆荚螟，特别是在雨季后期出现。

守宫木 Katuk/Sweet Leaf - Sauropus androgynus
特征：多年生植物。直立的茎上长有椭圆形叶片的绿色的
嫩枝。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泰”本地品种截枝。
可食用部分：的嫩枝和叶。
种植建议：用植物的根系截枝种植，间隔 30 厘米(11.8 英
寸)或稍微靠近做成可食用栅栏；喜欢朝阳但也喜欢部分
偏阴。
病虫害：鳞虫和吸食虫（用木醋控制或是使用“康奈尔（Cornell）”，它是由 5
汤勺植物油，1 勺苏打和 4 勺安全肥皂或 2 茶匙温和的液态洗碗用肥皂和 1 加仑
水混合而成）。
广东武靴藤 Kwangtung Gymnema - Gymnema
inodorum
特征： 一种藤状多年生木本植物，广泛分布在南亚，东
南亚大陆，中国南部，婆罗洲（一半属马来西亚，一半属
印尼），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可以在院子和当地市场上
找着。藤能伸至数米长。
可食用部分：终年可获得柔软的叶子和枝条；在旱季时非
常可口（在雨季有苦味但是可以食用）；有不同的烹饪方式，包括煎蛋饼，爆炒
和与咖喱一起使用。药学研究显示内部成分 G. inodorum 有药用价值，可以控制
血糖和抗氧化。.
种植建议：由茎截枝繁殖。可以沿着栅栏种植。
病虫害：没有主要的害虫。

叶胡椒 - 假蒟 Leaf Pepper - Piper sarmentosum
特征：有大的卵圆形叶片的多年生爬藤植物。有野生的，
也可以在花园里找到。
可食用部分：柔软的嫩芽和叶片；可以做生沙拉，也可以
包着不同的食材沾咖喱吃；含有抗氧化剂。
种植建议：用地膜覆盖种植根茎截枝；喜阴。
病虫害：没有主要病虫害。
长豇豆 Long Bean/Yard-long Bean - Vigna unguiculata
ssp. sesquipedalis
特征：一种大型的藤状豇豆植物（一年生）。产生大约 50
厘米长的长豆荚。种植很广泛，在市场上也可以见到。
可食用部分：豆荚；如果留在藤上太久可能会有太多筋。
种植建议： 直接延着栅栏种下种子；间隔 50 厘米-1 米（大
概 20 英寸-3 英尺）。向阳或部分背阴种植。
病虫害：蚜虫（用木醋和温和的洗涤剂喷撒植株可以防治）。

落葵 Malabar Spinach - Basella alba
特征：有扁圆叶片的多汁多年生的藤类植物。ECHO 亚洲
种子银行提供“孟加拉（Bangladesh）”品种，是一种厚
茎的大叶品种。其他品种的叶片普遍更小点。
可食用部分：新叶（烹饪时会有粘液）和粉红色花芽；经
常和海鲜一起煮汤和做咖喱。
种植建议：通过种子或截枝繁殖；间距 20-50 厘米（大概
12-20 英寸）；种植在向阳或部分偏阴的地方。如果有栅
栏的话落葵会长得更好。
病虫害：大豆根结线虫（控制它就施用大量的复合肥。和
其他不易受线虫感染感染的作物轮作。在最热的月份里用
干净的塑料覆盖物覆盖土壤进行日晒）。
辣木 Moringa - Moringa oleifera
特征: 有小圆羽状复合叶片。ECHO 亚洲种子银行目前提
供当地的混合品种。
可食用部分: 叶子有很高的蛋白质、钙质和维生素 A、B
和 C；可以生食、煮食，还可以干燥后食用和研磨后食用。
嫩豆荚可以和咖喱一起吃（食用豆荚内部部分）。根可以
做成一种辛辣的调味料与辣根类似。ECHO 亚洲提供一种
“地区混合”品种。
种植建议：种子能直接种在地里和花园里，但更好的是先
把种子种在培养包中然后再移栽。茎和枝的截枝都可以生
根。作为一个单独的植株种植或用来产叶和产种。辣木种

植间距 50 厘米（20 英寸）或也可以做一个可食用的栅栏。能在贫瘠的土壤和大
太阳下都能长得好，但是排水一定要好；如果出现黄叶子和顶端死亡表示水太多。
保持树为灌木状可以产生整齐的新叶子并容易收获。
病虫害：没有主要害虫
空心菜 Morning Glory - Water Spinach/Kang Kong - Ipomoea aquatic/Ipomoea
reptans
特征： 多年生爬藤植物，有水生/低洼地品种（I. aquatic）
和高地品种（I. reptans ）。高地品种几乎仅仅只是种在培
养床上，然而水生/低洼地品种种在水体里（例如水沟或者
池塘里），湿地里或是什么地方可以漂浮的。这两种品种
都常常能在东南亚国家的市场找到。
可食用的部分：新芽和新叶可以煮汤喝，爆炒之后也可以
做为一道独立的菜，也可以作为配菜蒸食或沾沾水吃。
种植建议： 种植高地品种是把种子种在山地培养床上，
间距 10-15 厘米（大约 4-6 英寸）。水生品种是通过茎截枝栽培的。可以忍受一
点背阴。小心有侵略倾向。
病虫害： 毛虫。.

芥菜 Mustard greens – Brassica juncea
特征：芥菜一年生绿叶植物，带有少量辣根味。相比其他
芸苔植物芥菜在雨季有更好地表现（例如：他们对不同的
雨季害虫有抵抗力）；广泛种植于菜园和农地里。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Khasi”。
可食用部分：嫩叶。
种植建议： 用培养床播种，间隔 10-15 厘米。
病虫害： 蛇，鼻涕虫和其他食叶虫。
黄秋葵 Okra - Abelmoschus esculentum
特征： 直立一年生植物，有饱满多毛的果实荚。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Clemson 少刺（Clemson Spineless）”
品种，这种品种果实荚刺较少。
可食用部分：主要是嫩果实荚（据说叶也可以食用）。
果实荚有很多粘液（例如：包含粘性物质）。可以和辣
椒一起炒食或加莳萝和盐煮食。也可以添加点石灰控制
粘液的产生。
种植建议：直接把种子按行列以 60 厘米（24 英寸）的间
距种植，在山地以 30 厘米（12 英寸）的间距种植在向阳
地。
病虫害： 蚜虫（用木醋和温和的洗涤剂喷撒植株可以防治）。

南瓜 Pumpkin/Squash - Cucurbita moschata
特征： 一年生爬藤植物，有多毛叶片和茎。
可食用部分： 嫩藤尖，花和果实。把藤上老硬的外皮和
筋去掉可以更好吃。在雨季开始时种植，果实将在干冷季
才能成熟。
种植建议：直接把种子种在向阳或部分背阴的地方，间隔
不少于 50 厘米（1.6 英寸）；如果有要求的话，可以为南
瓜搭架。
病虫害：没有主要害虫。

白藤 Rattan - Calamus viminalis and other species
特征：白藤是多茎的棕榈植物。嫩的茎是藤状的，随着成长慢慢直立。很多白藤
有非常多的刺。可以获得野生的（不幸的是在很多地方
已经很少了），但在东南亚的部分地方人工种植供给市
场。砍伐成熟的茎（藤）来制作藤编产品。
可食用部分： 芽和茎的核心部分可以食用。应该小心地
去除茎的木质多刺的外皮以获得可食用的中心部分。
种植建议： 用种子在向阳或部分背阴地种植，间距至少
1.5 米（大约 5 英尺）。需种植三年之后茎才可以食用。
之后，采集茎来持续控制白藤的生长而保持芽长期的产
生。C. viminalis 的种子可以通过 ECHO 亚洲种子银行和
泰国湄艾/方（MaeAi/Fang）的高地整体发展项目（UHDP）
季节性（4 月-6 月）提供。白藤种子的活性在收获后会很
快降低。种苗也可以在 UHDP 购买。
病虫害：没有主要害虫。
黄葛树/大叶榕 Red Shoot Fig - Ficus virens
特征: 是一种勒颈无花果类植物，可以自主生长。
可食用部分： 旱季中后期经过一个简短的叶落过程新叶
芽就会露出来。此树在旱季的剩余时间和整个雨季都能持
续生产叶芽。叶芽有很多烹饪方法包括爆炒和与咖喱一起
食用。
种植建议： 用种苗在向阳和部分背阴的地方种植。此树
可以长得很大，所以最好保持它为 1-2 米（大约 3-7 英尺）
的小矮树，以控制尺寸便于收获。以截枝繁殖：
病虫害：没有主要害虫。

洛神花（玫瑰茄）Roselle - Hibiscus sabdariffa
特征： 一年生，有特殊蔓越橘色芽、茎和花萼的灌木植
物。
可食用部分：柔软的叶片和叶芽（有轻微的粘稠感和酸
味），还有花萼（也有酸味，通常用于做茶和果汁）。在
雨季开始时种植，嫩叶和芽在大部分的雨季时节里都能供
应。花萼在干冷季节收获。
种植建议： 以种子直接种植，长宽间隔 50 厘米（1.6 英
寸）；喜阳。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生产好芽的“缅甸
（Burmese）”品种。
病虫害：有蛇破坏的可能。

红瓜 Scarlet/Ivy Gourd - Coccinia grandis
特征：一种爬藤植物，有长春藤状叶片，百花和小型猩红
果实。
可食用部分： 嫩藤和叶芽。成熟的果实也可以食用。
种植建议：常常能发现野生的红瓜；叶芽可以用 forager 来
收集。然而，种子和野生植株可以定植于田地。最好沿着
棚子和栅栏种植；可以向阳或部分背阴种植。红瓜是一种入侵植物，在一些非红
瓜原生地区特别是从非洲延伸到亚洲，种植红瓜是被禁止的。ECHO 亚洲种子银
行提供红瓜种子但是建议只在此物种原生地种植。
大花田菁 Sesbania - Sesbania grandiflora
特征： 树可以长到 5 米高，有羽状的复合叶片和大型的
白色、粉红色、红色或黄色的花。
可食用部分： 花（最普遍），新叶和果实荚（偶尔）。
花可以生食、和咖喱一起食或作为配菜蒸食。新叶和果
实荚有时被放进白色椰子咖喱里吃。
种植建议： 最好用种苗种在潮湿但有良好排水功能的土
壤里。在向阳和遮光处种植比较好。定植树时至少有几米的距离（6-9 英尺）。
病虫害： 叶网虫和食叶虫；钻茎虫；根块线虫；一些灰色叶斑病；花叶病毒。

铁刀木（泰国山扁豆）Siamese Senna/Kassod Tree - Senna
siamea
特征： 一种有羽状复合叶片的豆科树木。能长到 15-20
米高。通常有野生的也有人工种植的。ECHO 亚洲的种子
银行提供一些当地品种的种子。
可食用部分： 新叶和花。有一点苦味。但可以煮汤，和
咖喱或辣椒酱一起食用。据报道，传统的山扁豆叶子咖喱可以作为一种温和的泻
药；叶子里含有糖苷，烹饪后大量减少。

种植建议： 能直接用种子种植或用小苗定植。如果以灌木形式种植，间距 1-2
米（大约 3-7 英尺）。种植成大树，间距 3 米（9.8 英尺）或者更多。喜阳或遮
光; 最好不要在海拔高于 1300 米的地方种植。
病虫害： 没有主要害虫。
菽麻 (太阳麻)Sunnhemp - Crotalaria juncea
特征： 菽麻是一年生植物，茎可以长到 1 米或更高，产
生亮黄色花和饱满丝绒般的豆荚。如果湿度足够菽麻可以
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种植。它主要被用于做为绿肥/覆盖
植物。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清迈（Chiang Mai）”
品种。
可食用部分：花可以煮汤或煎蛋。
种植建议： 种子撒播。浅种 30 厘米（11.8 英寸）间距。
喜阳，能在没有饱水的任何土壤中长得好。
病虫害：菽麻蛾和钻茎虫。
红薯 Sweet Potato - Ipomoea batatas
特征：多年生草本爬藤植物，有大心形叶片和大块茎。不
同的品种（例如：白色，粉红和桔色块茎）在本地市场有
供应并被广泛种植。
可食用部分： 嫩芽和叶片，还有块茎。嫩叶和芽有很多
烹饪方式，包括白煮，爆炒和用咖喱做。
种植建议： 种植块茎或从主茎上截枝；间距 50 厘米（1.6
英尺）。生长快速。
病虫害：蛇（特别是在嫩苗上）。

苦荬菜 Tropical/Indian Lettuce - Lactuca indica
特征： 一种快速生长的半多年生的植物，有矛尖型叶片。
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ECHO 热带”品种。
可食用部分：叶片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嫩叶能生食；
老叶可以用醋凉拌，蒸食或煮食。
种植建议：用种子种植，间距 50-60 厘米（大约 1.6-2 英
尺），要适应此植物的灌木本性。在温暖湿润的环境里长
得好。如果种在排水好的土壤里，它能忍受超过 3500 毫
米/年的降雨量。
病虫害：蚜虫（用木醋和温和的洗涤剂喷撒植株可以防
治）。

蔬菜芋头 Vegetable Taro - Colocasia esculenta

特征：一种草本多年生，它有个厚的多肉的茎，很大三
角卵型叶片和椭圆形块茎。当地品种的块茎和植株在亚
太地区被广泛种植，并在当地市场上可以获得。
可食用部分： 取决于品种，嫩叶、茎和/或块茎都可以
食用。在蔬菜品种中，有可食用茎的品种在东南亚地区
能广泛地获得。重要事项：大体上，芋头品种含有有毒
的草酸钙结晶，必要的煮和其他形式的烹饪可以去毒从
而可以触摸和食用。有一些品种比其他品种毒性更强，
因此影响可食用性。应该参考对当地品种的触摸和食用
的方法。
种植建议：在向阳和部分背阴的地方种植块茎；间距大
约要在 1 米（3.3 英尺）才能适应叶片的延展。
病虫害：没有主要的害虫。
冬瓜 Wax gourd/Wintermelon - Benincasa hispida
特征：爬藤一年生植物。出产 45-60 厘米长的外皮似蜡质
的内部柔软的巨型葫芦状果实。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
一种当地品种。
可食用部分：当藤开始积极生长的雨季的时候叶芽可以食
用。在干季，果实和种子都可以获得。
种植建议： 在向阳或部分偏阴的地方，以 50 厘米-1 米（大
约 1.6-3.3 英尺）的间距种种子。
病虫害：南瓜甲虫和黄食叶甲虫。
四棱豆 Winged Bean - Psophocarpus tetragonolobus
特征： 多年生的爬藤植物，有长穗状（翼状）豆荚。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供一种“白昼中性”品种，豆荚在一年期
间都可获得（在冷季，普通日长敏感品种只生产豆荚）。
可食用部分：嫩叶和豆荚。
种植建议：以种子种植，在向阳或部分背阴的地方至少以
30 厘米（11.8 英寸）间距延棚子种植。
病虫害：蚜虫（用木醋和温和的洗涤剂喷撒植株可以防
治）。

值得一提：我们把以下蔬菜分开列，是因为他们可能在雨季一开始时长得好，但
经证实之后很容易受害虫影响。通常情况下，在雨季后期或整个干季，以下三个
品种会长得更好。Honorable mentions:

苦瓜 Bitter Gourd/Melon - Momordica charantia
特征： 多年生爬藤植物，有浅裂状叶和疙瘩凹凸不平的
果实。当成熟后果实会明显地变成黄橘色。苦瓜被广泛种
植，在当地的市场上都能看到。
可食用部分：叶尖和嫩果实。成熟的果实很硬也特别苦。
用嫩果实煮汤或生的做成混合冷饮。叶用做蒸食或爆炒。
种植建议： 直接用种子打架种植，间距 30 厘米（11.8 英
寸）；喜阳。
病虫害： 吸吮虫（用木醋或温和洗涤剂来处理）。

葫芦 Calabash Gourd - Lagenaria siceraria
特征 Characteristics: 一年生柔软爬藤植物，生长着不
同形状（根据品种不同）的果实。ECHO 亚洲种子银行提
供“缅甸（Burmese）”、“可龙（Koi long）”和“艾
克瓶子（ECHO Bottle）”这些品种。
可食用部分：嫩叶，芽和绿色果实。
种植建议：在向阳或部分背阴处沿着结实的篱笆撒种，
50 厘米到 1 米的间距（大概 1.6-3.3 英尺）。
可能的病虫害：南瓜甲虫和一种黄色食叶甲虫。

丝瓜 Luffa - Luffa cylindrica
特征：一年生有黄花和长果实的爬藤植物。ECHO 亚洲种
子银行“艾克（ECHO）”和“泰长（Thai long）”品种。
可食用部分： 嫩叶和嫩果实。
种植建议：以种子搭架子种植，间距 1 米（3.3 英寸），
喜阳。
病虫害：蛇和吮吸虫。植株通常在开始的时候即雨季早
期长得好，但是之后因为蛇和害虫的压力生长就变慢了。

我们很有兴趣知道读者对于这些蔬菜或其他你们种植雨季作物的种植经验。
参加网上论坛，点击这里 Community Forum。
Kimberly Duncan 是在 Ft. Myers 的国际农场实习的前 ECHO 的实习生，现在
ECHO 亚洲的实习生。Niemet Chompoothong 是 ECHO 亚洲种子银行经理助理。Rick
Burnette 是 ECHO 亚洲影响中心的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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