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酸奶是人见人爱的美食。传统的自制老酸奶不
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绿色食
品。炎热的夏季来上一杯，别提多惬意了！

传统的老酸奶表面会有一层金黄的、厚厚的奶
皮，下面白白嫩嫩的固体酸奶，就像豆腐脑一样爽滑
可口，味道酸甜适中，用白瓷碗或者花瓷碗盛装，上
面用薄薄的玻璃板盖住……如今在各大超市内，可以
看到各式包装好的老酸奶制品，搭配蓝莓、燕麦、红
枣、黑枸杞……老酸奶口味也呈现多样化，让人目不
暇接。

老酸奶好吃，做起来也简单。一大早，我就准备好
了500mL纯牛奶，5克食用乳酸菌，这就是做老酸奶
所需要的食材了。

将盛放老酸奶的瓷碗、连同盖子、勺子一起放在电
饭锅中，加开水煮10分钟消毒。随后关闭电源，将消
毒过的瓷碗取出，倒入牛奶，7分满即可。

将牛奶放入微波炉加热，以手摸杯壁不烫手为
宜。然后在温牛奶中加入乳酸菌，用勺子搅拌均匀，盖
上碗盖。

将电饭锅中剩余的热水倒掉，将瓷碗放入电饭锅，
盖好电饭锅盖，上面用干净的毛巾或其他保温物品覆
盖，利用锅中余热进行发酵。

8～10小时后，酸奶就做好了。如果是头天晚上
做的话，第二天早晨就能喝到美味的酸奶。老酸奶的
常温保质期一般是2天左右，我会将老酸奶放在冰箱
里，饭后2小时，就能享受这一美味啦！

做老酸奶的容器不一定是陶瓷碗，但要选择性质
稳定、适宜微波炉加热、耐高温的无毒容器。

老酸奶发酵时，容器盖子要盖紧，避免其他细菌进
入而影响发酵。如果制作工程中，容器或牛奶被细菌
污染，会导致发酵失败。

只要温度在30℃左右就可以发酵，咸宁夏天气候
炎热，直接放在室内就可发酵。需要注意的是，制作过
程中不要添加其他材料，等老酸奶做好准备吃时，再加
入蜂蜜、麦片、水果等。

牛奶加热的温度也不要太高，会杀死酸奶中的乳
酸菌，造成发酵失败，保温发酵时，电饭锅必须断电。
而温度过低又会造成发酵缓慢。如果感觉控温麻烦，
也可以买酸奶机，把消毒的牛奶放进机器中，放入乳酸
菌，盖好盖，插上电，按照说明操作即可。

做好的老酸奶呈半凝固状，表面洁白光滑，闻之有
奶香味。我用勺子舀上一口，吃起来口齿留香，仿佛是
关于儿时的温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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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酸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简介：作为欧亚万里茶道源头，羊楼
洞历史悠久，茶香满园，自唐太和年间皇
诏普种山茶起，羊楼洞就开始培植、加工
茶叶，通过大唐安西都护府翠叶城(今吉
尔吉斯斯坦境内)销往西亚和欧洲。

松峰入羊楼，茶香绕凤丘，古韵珠洞
晓，月旁石人瘦。“川字号”砖茶是羊楼洞
的专利，川，寓意为水，在茶砖上凸印

“川”字，是为了彰显泉水之功。
砖茶棱角分明，像工艺品一样精美。

图案清晰秀丽、砖面色泽乌亮，汤色深红
明亮、香气醇和，不但可以生津止渴、清心
提神，还可以暖身御寒、消脂瘦身。

正是因为羊楼洞的历史，作为尘封
了千年的砖茶古镇，砖茶历久弥新的发
展，才使得羊楼洞古镇越来越有韵味。

羊楼洞的万亩茶园，明清石板街一

定也要去看一看。这里，可是中国制茶
业发展的历史缩影。曾经，羊楼洞生产
的青砖茶和米砖茶源源不断地流向欧亚
各国，年出产价值白银1500多万两，好
一派“茶去如流水，银来堆如山”的景象。

地址：赤壁市区西南26公里的羊楼
洞镇

羊楼洞万亩茶园

简介：踏进古典式门楼风格的剑春
茶叶合作社的茶叶基地，一望无际的茶
园，层林尽染，梯田式茶园犹如浪波层层
翻滚，绿油油的茶叶泛着阵阵清香扑鼻

而来，顿时让人神清气爽。
黄荆塘村，这个仅有16个村民小组，

420户农户，1813人的小村。却占据了天
时和地利的优势，京广线与武广客运专线
穿境而过，犹如两道彩虹，画出唯美的画
卷。另外，咸嘉公路贯穿全村，进城仅需
10分钟。红、黄壤的土质，使全村10200
亩山林焕发出勃勃生机，桂花、茶叶又给
黄荆塘村带来新的希望。黄荆塘村被认
定为第六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为全
省15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之一。

地址：咸安区汀泗桥镇黄荆塘村

黄荆塘村万亩茶园

简介：福人九井峰茶业有茶叶基地
5000余亩，公司所在的湖北省通城县沙
堆镇，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脉
南麓，山青水秀，四季青葱，森林覆盖率
高，空气清新纯净，发展茶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茶叶生产加工历史悠
久，被湖北省农业厅认定为“湖北十大茶
叶名乡名镇”。其中“九井峰”品牌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响誉鄂南。“九井峰”毫
绿茶被湖北省政府评为“湖北省优质产
品”。新开发的“隽水银峰”系列名优茶
也开始在区域市场崭露头角。自釆给场

均价20-30元/斤，自采加工带回鲜叶
60元/斤。

地址：通城县沙堆镇港背村

福人九井峰茶业

简介：咸安马桥镇黑山庄园，这里
盛产绿茶，茶园占地1000亩，采茶一

斤 15-20 元收购，礼盒茶叶 280 一
提。庄园可提供餐饮、垂钓、采茶等。
提供免费采摘茶叶、制作茶叶以及观
看制作过程的服务，通过参与该项目，
大家可对茶叶的整个生产过程有全面
的了解。亲子游、结伴游、组团游均可
报名参加。

地址：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黑山茶
场内50号

黑山庄园
简介：通城县锦山基地茶场始建于1966

年，是一个融茶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茶叶
科研和茶文化传播的专业场家。现有茶园面
积1960 亩，其中有机茶园950 亩。茶场拥有

“锦峰”、“锦和”、“石山”、“港牌”、“团山”、“神
来”有机茶和常规茶五大品牌系列，生产品种
有名优茶、绿茶、花茶、红茶、乌龙茶、保健茶、
礼品茶七大类三十多个品种。“锦峰”茶已载入
《湖北名茶》。锦峰茶自釆给场均价16元/斤，
自采加工带回只收120元/斤。

地址：通城县隽水镇油坊村锦山基地茶场

锦山基地茶场

简介：崇阳是万里茶道上的要道，绿
茶尤以宫廷贡品“小港毛尖”著名。经过
多年的发展，茶叶种类众多。其中白茶
1000元/斤、黄茶2100元/斤

地址：崇阳县青山镇万亩白茶基地

青山镇万亩白茶基地

简介：崇阳县三道味茶叶基地占地
有2000余亩，种植有最适制龙井茶的中
茶108，还有黄金芽、中黄二号、安吉白
茶、群体种（老茶）等等，龙井类自采帮加
工清明前600元一斤，清明后300元一
斤；白茶600一斤；黄茶类800一斤；

地址：崇阳县沙坪镇黄茆村石城收
费站下高速左拐四公里

三道味茶叶基地

简介：嘉鱼的茶事很早，县以东原有
一个湖，因湖畔山丘盛产茶叶而名茶
湖。明代黄正《事物相绀珠》分类时列有

“嘉鱼茶”。嘉鱼县三湖茶麻专业合作社
生产的三湖茗茶主要为福鼎大白和鄂茶
一号两种品种的绿茶，两种茶多在清明
前后采摘，其含有的茶多酚、咖啡碱保留
鲜叶的85%以上，从而形成了绿茶“清汤
绿叶，滋味收敛性强”的特点。

地址：嘉鱼县官桥镇绿岭村

三湖茶麻专业合作社

简介：赤壁石云山茶厂作为赤壁塔
峰茶的主茶园，茶叶的种植种类主产是
青砖茶和绿茶。茶园面积100亩，四周竹
林围绕，茶园茶叶不打任何农药，坚持绿
色健康为目标。现在，绿茶价格为300元
每斤（包含采茶加工，价格有浮动）

地址：赤壁市中伙铺镇石云山茶厂

石云山茶厂

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行）定于2018年5月21日以
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行二届一次股东大
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是本行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行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2018年5月

21日9时30分在本行9楼会议室召开；
4.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

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股东大会换届，改选本行董事、监事；
2.审议修改本行章程；
3.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审议其它需要审议的事项。
三、出席会议对象
1.本行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的
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须按照《公司
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于
2018年5月18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
复直接送达、传真或邮寄给本行。

2.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和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1.会议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上午8：30-9：30；
2.会议登记地点：本行通知的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地点；
3.登记方式：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和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要求进行会议
登记。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
人身份证复印件、股权凭证；自然人股东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权凭证、受托人身
份证明。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
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能证明其具有法定
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
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股权凭
证、受托人身份证明。

五、联系方式
本行地址：咸宁市长安大道138号
联系人：李敏 殷明生
电话（传真）：0715—8233885
电子邮箱：2624636822@qq.com
邮编：437000
特此通知

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4日

湖北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届一次股东大会的公告

咸宁农村商业银行董事会：
本公司（人）持有湖北咸宁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万股，愿意亲自
（或委托代理 ）出席咸宁农村商业银行
2018年临时股东大会，特此书面回复。

法人股东公章（自然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出席人联系电话、地址：

签署日期：2018年5月 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

制均为有效，并请于5月18日前（以寄出日邮截为

准）将书面回复直接送达、传真或邮寄至咸宁农村

商业银行。

咸宁农村商业银行二届
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回执

日前，在“灵秀湖北，茶香万里”2018湖北茶文化游活动上，湖北省旅游委发布了19条茶文化旅游线路。此次推

出的19条旅游线路涵盖湖北7个市、自治州的19个地区，作为“砖茶之乡”羊楼洞所在地，咸宁赤壁入选。

咸宁种茶历史悠久，遍地茶园芳香诱人，茶旅游方兴未艾。让我们一起去咸宁茶园走走吧！

沏一壶茶，看一处风景
——一起去咸宁茶园走走吧

本报讯 通讯员廖朝阳报道：4月26日上午，市住
建委召开全市建筑业发展暨建管工作座谈会，宣贯市
政府促进建筑业发展和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有关政
策，部署2018年全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等
工作。

2017年我市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完成总产值
167.77亿元、同比增长21.24%，完成增加值62.38亿
元、同比增长13.19%，总产值实现连续4年突破百亿
元并保持年均15%以上的增长率，建筑业已成为我市
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全市建筑市场秩序明显好转。开展保证金清理、
落实工资保证金制度、启动建筑劳务“实名制”等，全市
新建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达到100%。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平稳。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死亡率为零，工伤
事故控制在省定范围内，实现夏季高温、两轮暴雨期间
施工安全和“一无一降”目标，在2017年度全省建设工
程安全管理目标考核中再次确定为“优秀”等次。文明
施工水平稳步提升。以“创卫”复审为契机，大力开展
建筑工地环境卫生整治，将扬尘防治纳入常态化管理，
运用视频技术实施远程监控，全面落实“六化”措施。
工程质量得到有效保障。巩固“两年行动”成果，实施
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三项制度”执行率100%，全
市创省级优质工程（楚天杯）12个，市级优质工程34
个。

2018年全市建筑业发展和建管工作将以深化建
筑业发展改革为主线，以提升工程质量安全水平为核
心，扎实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力争建筑业总产
值保持12%左右的增长率、实现总产值180亿元目
标；工程质量水平稳中有升，新建工程施工单位“两
书”签署率100%，竣工工程永久性标牌设置率100%；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各项指标继续控制在省、市限定范
围内。

咸宁建设

全市建筑业发展暨
建管工作座谈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