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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增喜同志是宛城区成长起来的一名基层领
导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岗位学雷锋的标兵，
是南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涌现出的先进典
型。学习陈增喜，就要像他一样，不忘初心，牢记
宗旨，永葆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他以“我是农民
的儿子，要让乡亲们都能吃饱饭”为梦想追求，35
年如一日从事农业科技事业，从技术员、科协主席
到科技局长，无论在哪个层级、哪个岗位，都始终
牢记党员身份，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难。他
盯着农田干，围着群众转，怀揣小铁锹、钢卷尺、保
鲜袋三件“法宝”，用双脚踏遍农村的田园村野，用
科技解答农民的疑难问题，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

学习陈增喜，就要学习他永不懈怠、锐意进
取、勤政务实的实干精神。几十年来，他坚持农
业、科技齐抓，凭着一股停不下来的创新劲头，敢

于破解新难题，从攻克水稻产量难题到引进小麦
品种，从污水处理系统到生物发酵法，还有扶贫

“双加”模式、六字“倒算法”、艾草培育技术……在
农业科技领域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新成绩。

学习陈增喜，就要像他一样，淡泊名利，清白
做人，树立甘守清贫的良好形象。陈增喜同志从
不居功自赏，他坚持“当干部就不能想着挣钱，想
挣钱就不要当干部”这样一种信念，甘守清贫，体
现着一名共产党员的朴素情怀。

陈增喜同志是宛城大地培育的先进典型，是
我们身边最现实、最生动、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
是宛城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作为陈增喜同志的工
作地，我们有条件、有责任、有义务在学习他的事
迹和精神上走前头、作表率。当前，宛城正处于转
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期，经济发展、脱贫攻坚、城市“双创”、内河
治理、农运会后续安置等重点工作任务繁重，社会
矛盾纷繁复杂，党员干部队伍在精神状态、能力素
质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学习弘扬陈增喜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对于
激励和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践行党的宗
旨，弘扬担当精神，锐意开拓进取，加快富民强区
步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7

我们身边最现实的榜样
——宛城区委书记 刘中青

他是优秀的人民公仆
——著名作家 二月河

关于陈增喜的报道，我不是读到的，而是听到
的。我视力不太好，让家人为我读完全部报道。
听过之后，我很受感动，也很受启发。

陈增喜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
一日，始终把自己看做一名党培养起来的科技干
部，始终把自己看做一块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不
求名，不求利，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从
宏观层面来说，陈增喜做到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做到了省委、市委的要求，
是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从微观层面来说，陈增
喜作为一名水稻专业的科技工作者，主动去学习
红薯、水果、麦子等当地作物的相关知识，主动上
门为人民服务，带着“三宝”走遍千家万户，急人民
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使老百姓养成有事就找陈

增喜的习惯，他是一名优秀的人民公仆。
陈增喜为了南阳人民能够吃饱饭，为了大地的

丰收，将自己的汗水化作养分播撒在田间大地。只
要是农民需要的，就是陈增喜的研究方向，他是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陈增喜的事迹也为教育、文化、卫生
等不同领域工作的同志提出了一个题目：如何为人
民服务？如何在具体工作中兑现当年在党旗下郑重
许下的誓言？

作为一名生活在南阳的作家，我常常在思考，
在写作这个领域，怎样才能为南阳的发展更好地贡
献自己的力量？这不仅是我给自己的命题，也应该
是无数的党员干部用毕生的时间来思考和回答的
命题。陈增喜的每一个事迹都不够惊天动地，但是
串连在一起，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平凡而又伟大的
一生。正如当年感动了几代人的雷锋一样，在平凡
的岗位上成就不平凡，把点滴小事做好，凝聚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的力量。

陈增喜同志不仅是过去的楷模，还是现在的楷模，
更将是未来的楷模。时代在呼唤当代雷锋，时代要求像
陈增喜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深层次挖掘自己的
潜力，使潜力变成张力，变成为人民服务的能力。7

在群众心中树起丰碑
——宛城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县级干部 王付平

我到政府工作以后，一直分管科技工作，与陈
增喜同志是多年的老搭档。陈增喜同志是 1985
年4月调到宛城区工作，从农技中心支部副书记干
起，先后在科委任副主任、科协任主席，之后又回
到科技局任局长、党组书记，主持宛城区科技局全
面工作，是宛城区科技战线成长起来的优秀公务
员。他在科技工作第一线默默耕耘三十多年，用
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高尚情操和务实作风，在群
众心中树起了丰碑，为科技工作者做出了榜样。

三十多年来，陈增喜没有说过什么激动人心
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在荣誉面前沾沾自喜。他
跑遍宛城区 8 个乡镇 5 个街道办事处 159 个行
政村，有着一腔至真至诚的爱农、亲农、助农、为

农的为民情怀；他深入新能源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张仲景中医药产业集聚区每一家企业，拥有
一颗为全区科技创新型产业发展服务的赤子之
心；他把科学的火种播撒在宛城区 662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把科技的能量注入工农业发展的巨轮
中，把人生价值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里。

在陈增喜同志的带领下，宛城区科技人才队伍日
益壮大，科技工作蒸蒸日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佳绩，
全区科技事业进入了快车道。近5年来，宛城区先后
实施各类科技项目42项，收获省级科技进步奖12项，
市级科技进步奖26项，获得国家专利1250件，连续六
年被授予“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荣誉称号。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与科技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和陈增
喜同志的不懈奋斗是分不开的。他勤政务实，甘
于清贫，这么多年的默默付出我们有目共睹。

陈增喜同志是宛城大地培育的先进典型，
是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榜样，也是所有宛
城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全区党员干部都应该向
陈增喜同志学习，做一名新时期的创新型政务
工作者，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九大献礼。7

榜样引领 砥砺前行
为中原更出彩贡献力量

——学习陈增喜精神专题研讨会发言摘要（上）

7月4日下午，学习

陈增喜精神专题研讨会

在南阳市宛城区举行。

二月河、秦俊等著名作

家受邀出席研讨会，来

自南阳市和宛城区党政

机关、科技战线、涉农企

业的代表，以及我省驻

宛媒体代表等20多人

参加研讨。

6月29日，《河南日

报》刊发长篇人物通讯

《为了大地的丰收——

记优秀共产党员、南阳

市宛城区科技局局长陈

增喜》，在南阳市党员群

众中引发强烈反响。6

月30日，南阳市委书记

张文深作出批示，要求

在全市开展向陈增喜学

习的活动，号召广大党

员干部学习陈增喜一心

为公、坚定信念、永葆本

色、扎根奉献的精神品

格，为南阳转型跨越发

展和中原更加出彩贡献

力量。研讨会上，代表

们围绕陈增喜的精神实

质展开热烈讨论，纷纷

表示要以陈增喜为榜

样，立足本职工作，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

程中勇立新功。现将发

言内容摘要编发，以飨

读者。7

一切从群众需求出发
——宛城区委副书记 陈助民

陈增喜同志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时刻保持着一
种敏感的科技意识，一切从人民群众需求出发，这种
情怀让人感动。上世纪80年代，当时经济发展主要
靠农业，种什么，怎么种，直接关乎农民收入高低，这
是陈增喜当时最关注的事情。被调到宛城区工作后，
为挑选到适合南阳种植的优质小麦品种，他一年内七
赴偃师考种，在农户家中一住就是个把月，最终确定
豫麦18作为适合南阳种植的小麦品种。1991年到
1993年，整个南阳地区平均亩产增收30%以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需求如何与农民的种植同频
共振，成为陈增喜关注的焦点。为提高蔬菜专业合作社和
菜农的经济效益，他紧紧抓住“京宛合作”的有利时机，促
进“南阳万亩绿色进京蔬菜科技示范工程”落户宛城。近
年来，他又积极推动艾草产业发展，在茶庵、高庙、红泥湾、
瓦店等乡镇推广艾草种植加工，在瓦店建立了豫西南最大
的艾产品交易市场。目前，在陈增喜的引导下，宛城区已

发展艾草5000多亩，艾草产业呈蓬勃发展的趋势。
在与陈增喜同志接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他脑

子里有一种敏锐的、独特的科技思维。凭着扎实的专
业知识，一些在别人看来没法解决的棘手问题，到他
这里总能用科学的办法解决。河南天冠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乙醇产生的沼液、沼泥含有大量有机物和微量元
素，如随意排放会污染环境，但有效利用却是农作物底
肥的上佳原料。陈增喜研究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后，
建议天冠的污水处理厂更换污水处理剂，有效解决了
硫化亚铁含量过高的问题。随后，陈增喜利用改良过
的沼液、沼泥进行滩涂地沙土改造试验，成功使辛店乡
雷庄村300亩沙土地的含沙量从80%降到30%，当年
滩涂地的西瓜亩产量就达2500多公斤。在此基础上，
陈增喜还将天冠集团生产乙醇的废品“面酱糟”进行
改良，使其成为上佳的饲料原料。原本需要花钱处理
的废品，经过陈增喜“点石成金”，不仅成了商品且供
不应求，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陈增喜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
他关注的焦点，是和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的，他关注的
事情，实实在在关乎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农民的增收。无
论是宛城区的科技进步、科技成果的转化、高科技产品
占比加大，还是宛城区被评为全省的科技先进县，这都
与陈增喜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7

陈增喜是一名科技专家，明明可以坐在办公室里，
拿着体面的高薪，他却整天跟群众在一起，一身泥一身
水，不图名利。从这方面来说，陈增喜同志是我这么多
年见过的独一无二的人。从青春年华到不惑岁月，陈
增喜用35年如一日的付出对“为官为民”做出最真切
的诠释。我感怀而又无限钦佩，这位人民的好公仆
——陈增喜，在他的身上闪耀着无限荣光。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多少人在名利场上角
逐厮杀。而陈增喜同志，一路清风走来，在所钟爱的
热土上踏下步步坚实的足迹。他是优秀共产党员，
是基层领导干部，是高级农艺师，更是一位从未停下
学习的求知者。长年泥土间跋涉，梦想永驻心间。
他潜心钻研农业科技，是一位精通科技的专业人才，
多年来，他承担国家、省、市科研项目几十项，取得了

数亿元的经济效益，然而他自己甘愿清贫，两袖清风
来往于名利之间。“当干部就不能想着挣钱，想挣钱
就不要当干部。”为百姓官者当如此。

陈增喜同志仿佛是为这片土地而生，一年有200
多天都在农村，田间地头始终有他忙碌的身影，他在
农村办讲座，将农业知识送进农户家，农民朋友的心
里都牢牢记着他的好。陈增喜同志始终俯下身子埋
头干，一心想着带领群众走向致富路，他会为了引进
适合当地种植的水稻良种，21天跑6个省，帮人打水
扫地、考种实验；他会为了寻找到最合适的小麦品种，
一年内七赴偃师，最长一次一个多月没进家门；他会
为了给公家省下80元车费，放弃乘坐便捷的直达车，
选择跑很远的路去搭顺路车。当代社会需要这样的
好干部，他拥有的吃苦精神和为民情怀值得我们每一
个人学习。

田间泥土是陈增喜一生所爱，人民群众是他一心所
系。不为刹那荣耀，只愿朴实前行；不慕功名利禄，只
忠于内心理想，这些正是陈增喜同志的难能可贵之
处。他在年轻时候便把激情奉献于南阳这片热土，寸
寸土地寸寸心，这么多年来执着守候，每一份无悔付出
都是他在南阳社会经济发展史上写下的注脚。7

人民群众是他一生所系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著名作家 秦俊

南阳科技系统的一面旗帜
——南阳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余保道

陈增喜同志是南阳市科技系统的一面旗帜。他
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他勇于创新，清白做人，为民服
务不图钱，用金手指点亮了群众的致富路。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陈增喜永远把群众需求放
在第一位，毫无保留地把所知所学献给基层群众。
在群众眼里，陈增喜是有名的“陈三多”，他每次下乡
都会主动给群众递名片，并附上“有事联系”。他提
包里经常装着三件“法宝”：小铁锹、钢卷尺和保鲜
袋，方便随时为群众排忧解难。“咱动动嘴皮子，撸撸
袖管子，就能让农民朋友致富，这多得劲儿！”一句

“得劲儿”，道出了一名共产党员最质朴的宗旨意识。
在陈增喜身上，有一股停不下来的创新劲头和

进取精神。1989年，他接受了上级下达的改良小麦

品种任务，跑省农科所翻资料、到省种子公司选种
子、进田间地头向老农请教，一年内七赴偃师寻找合
适品种，最长一次一个多月没进家门，以不服输的毅
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使当时南阳地区的小麦亩均
产量显著提高。1992年，经他研究改良的“农业专
家系统”广泛推广应用，产生经济效益上亿元，被国
内外专家誉为“为计算机在农业生产应用上开辟了
一条道路”。近年来，他还积极研究沼液沼泥开发技
术、扶贫“双加”模式、六字“倒算法”、艾草培育技术
等。正是凭着这种事不畏难、永不停歇的工作劲头，
陈增喜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为民服务不图钱，吃饭睡觉都香甜。当干部就
不能想着挣钱，想挣钱就不要当干部”是陈增喜的人
生信条。多年来，他承担国家、省、市科研项目几十
项，取得了数亿元的经济效益，经他帮助的许多农民
朋友都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但他自己仍然乐道清贫。
他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帮助再多的人，从来都是“一
不吃请，二不收礼，两袖清风来去”。他用“金手指”点
亮群众的致富路，自己却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着
廉洁奉公、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7

学习陈增喜
岗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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