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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行，我首先为《河南日报》对
陈增喜的报道点赞。这个时代需要正能
量的传播，陈增喜的精神品质值得被更
多人所知。我们的工作都很普通，但总
有人能做出不一样的精彩。在相同的时
间里，每个人产生着不同的能量，有着不
同的工作实效，与陈增喜同志相比，我们
缺少的是什么？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能
否像他一样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的认真态

度？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
我常思考这样一句话：在路上心里

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
场心里才有感动。这句话何尝不是对
陈增喜同志最真实的写照。他长年累
月奔波在乡野土地上，紧贴群众生活。
作为南阳市宛城区科技局局长，他在自
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地做着
自己该做的事情。在他的带领下，宛城
区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全
国新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核心区”等
荣誉称号。陈增喜始终承担着一位农
业科技工作者的担当和责任，为群众办
好事、办实事已是他的一种使命。

我之所以理解陈增喜同志，是因为
我也是像他一样执着无悔。我和增喜
同志不仅名字很相似，其实在许多方面

我们也有相似之处。我也出生在农村，
年轻时候的生活环境和吃过的苦，造就
了我现在的性格以及对工作的态度，所
以我更能读懂陈增喜的精神内涵。

生活里机遇和挑战并存。面对工
作上的新问题、新领域，我们需要通过
学习去掌握新的技能，不懂的问题要善
于钻研和请教他人。我欣赏陈增喜同
志身上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拼劲儿，其
实我们都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感天动
地的事迹，我们需要的只是在自己的岗
位上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一样的峥嵘岁月，相同的时代机
遇。可在陈增喜身上，却发挥出这么大
的能量，他作为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任
年华流转而初心依旧，其精神品质确实
值得我们所有人品读和学习。7

时代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河南广播电视台记者 孙喜增

我之前在报端和网络上零零星星
看到过关于陈增喜同志的报道，但当我
读到《河南日报》刊发的长篇通讯《为了
大地的丰收》时，内心激情澎湃，备受感
染。这篇报道有稻香味，很接地气，可
圈可点，通过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再
现了优秀共产党员、宛城区科技局局长
陈增喜35年如一日扎根农技一线的至
诚之心，生动诠释了一位基层科级干部
身上的优秀品质，令人动容。

通过向陈增喜同志学习，我想到
了我们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
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
席曾经有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共
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
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
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在人民群众眼里，陈增喜是“三
多”局长：朋友多、电话多、下乡多。
《河南日报》对陈增喜的报道中提到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她总结陈增
喜同志是“三真”局长：真懂，真干，真
诚。从群众的评价来看，陈增喜同志
始终践行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工作方法。而他所取得的成
绩，也证明了这套方法是最务实的工
作方法，也是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法。

宛城区 5个绿色蔬菜科技示范基

地、15 个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区、20
余家农业部有机农产品认证企业，几
乎都是在陈增喜的规划、指导下发展
起来的；该区 3个众创空间、1个科技
孵化器、诸多企业研发中心等，他早已
烂熟于心。他从不是嘴皮子干部，身
先士卒是他的座右铭。他时刻把群众
背在身上，当作亲人，把群众迫切需要
作为第一信号。从风华正茂到不惑之
年，陈增喜用 35年的工作精神向我们
诠释了南阳宛城的一个为官为民的

“四有”局长，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戒。

陈增喜同志实实在在的工作精
神，值得每一个媒体人去学习。我们
要尽己所能，使陈增喜同志的先进事
迹广为传播，让陈增喜精神的光辉照
耀全国。7

值得每一个媒体人学习弘扬
——人民网记者 程明辉

时刻为群众着想的好局长
——南阳市宛城区老农经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杨倩

我曾经是一个下岗女工，一度很迷
茫，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往哪里走。后
来，朋友给我介绍说陈局长是远近有名
的农业专家，平易近人，愿意为群众出
谋划策。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陈
局长，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分析种啥好、
怎么种，还带着我出去考察。在他的帮
助下，我成立了宛城区老农经农业服务
专业合作社。

南阳有酿制黄酒的传统，企业众

多。在黄酒酿制中，有一种特殊的红
米谷酿出的“红黄酒”质量上乘，高出
普通黄酒价格 30%左右，但这种南阳
盆地特有的优质原材料，由于缺少良
种，近几年已“濒临绝迹”。早在 2014
年，为抢救这一传统优质作物，陈局长
六赴山西，终于找到这种红米谷良种，
他建议恢复传统的红米谷种植。他手
把手教我们种植，很多时候，中午田间
地头骄阳似火，做完技术指导，已经中
午十二点多了，他却坚持回家吃饭，多
年来从未在合作社吃过一顿饭。在他
的帮助下，老农经农业服务专业合作
社大面积种植成功，并在去年成功酿
制出南阳红酒谷系列黄酒，安神助眠，
一推出就受到了广大消费者好评。

陈局长时刻不忘扶贫工作，一心一
意为贫困户谋脱贫。他结合政策，提议

我们合作社再建个扶贫产业园，帮助贫
困家庭脱贫。在陈局长的帮扶下，现如
今，我的合作社已建成优良品种培育基
地50亩，种植红米谷1000亩，发展蔬菜
大棚92个，帮助越来越多的贫困户摘掉
了“贫困帽”。

陈局长是高级农艺师，是远近闻名
的专家，但他从来没有官架子，一年有
200 多天都在农村，跟农民群众在一
起。他下乡为群众讲课，到合作社开讲
座，从来都是免费的，不计回报。有时
候陈局长干脆把培训课堂设在田间地
头，手把手地指导，耐心地讲解，一讲就
是大半天，滔滔不绝，不知疲倦。

我们合作社今天取得的成就，离不
开陈局长的热心帮扶。我发自肺腑地
说一句：陈局长是为我们农民着想的好
局长，我永远忘不了陈局长的恩情。7

科技战线的优秀老兵
——南阳市科技局副局长 王东良

陈增喜是一个优秀的专业技术人
才。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尤其是科技
干部，要想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不仅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觉悟，
还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陈增喜
为了学得这项“本领”，成为农民朋友
的“百事通”，多年来勤学不辍，自学
麦子、水果、红薯等诸多非自己专业
领域的农业知识。作为基层科技工
作者，需要有陈增喜同志这样的觉

悟，更需要有他这样的本领，只有这
样，才能切实地为人民群众解决各种
复杂多变的问题，才能成为一名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

陈增喜是科技引领经济建设的践
行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身为
科技工作者，不能闭门造车，不能让研
究脱离生产实际，而要让科技真正转
化为生产力，为经济插上腾飞的翅膀，
增喜同志是这方面的楷模。他将沼液
废水化腐朽为神奇，变成了改造滩涂
地的大功臣，将酸臭难闻的“面酱糟”
变成营养丰富的好饲料，帮助企业每
年增加收入6000多万元，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增喜同志运用科技知识促
进经济建设的事迹很多，这也为我们
基层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

陈增喜是一名出色的科技工作领
导者。作为宛城区科技局局长，在宛
城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他带领宛城
区连续六年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
区”荣誉称号。为了解决信息、技术、
资金等方面的问题，他积极探索“支
部+协会+党群信用联合体”的“双加
模式”，最终在全市推广，创造了明显
的效益。为了提高蔬菜专业合作社和
菜农的收入，他“偷偷”挤上火车，为宛
城区菜农“抢”来了 1100余吨蔬菜进
京的购销合同。身为一名科技领导干
部，陈增喜不仅要为一家一户的农业
问题坐诊，还要为整个宛城区的农业
发展把脉。如今，他瞄上了艾草产业，
风风火火地忙起了宛艾推广计划。

这就是陈增喜，科技战线的一名
优秀老兵。7

是领导，更是良师益友
——河南汇博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希

作为企业家，我想谈谈我们眼中
的陈局长。说起来，汇博医疗股份有
限公司和陈局长缘分不浅。公司之所
以入驻宛城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缘于和陈局长的几面之缘。凭着短暂
的相处，我们断定，这是一个真懂技
术、真能办事的真诚干部，企业落户宛
城区，心里踏实。

陈局长常说，当前民营经济已成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科技工作

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帮助民营企业做大
做强。每当企业遇到科技方面的难题
时，陈局长总是一喊即到，从不推托。
为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在陈局长的带领下，宛城区科技局加
大扶持力度，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
展的良好环境，引导中小企业加快结
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目前我公司
拥有“河南省创面修复及瘢痕防治材
料研究”院士工作站、“河南省创伤高
分子敷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四个
省级研发平台，技术创新能力在国内
同行业中已处于领先水平。

知识产权是一个企业提高核心竞
争力的战略资源，而很多中小企业对
知识产权重视不够。陈局长对此是急
在心头，愁上眉头。他引导企业积极
申请专利，引导我们实施知识产权战

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并定期组
织企业召开知识产权战略研讨会，推
动创新成果转化。在陈局长的帮助
下，截至目前，我公司已申请国家专利
80项。去年，我公司是全市唯一通过
PCT国家专利申请的企业。而这些成
果的背后都饱含着陈局长的汗水和付
出。

陈局长的真诚，想必和他打过交
道的人都有所体会。还记得前年，公
司刚入驻高新园区不久，陈局长就着
手帮我们编制高新企业申报材料，为
了赶时间节点，他自己先垫付了两三
千元的材料费和申报费。而这件事，
过了半年我们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至
今回想起来，仍是感动不已。

对于我们来说，他不仅是陈局长，
是领导，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7

用科技让群众走向富裕
——省科技咨询业协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魏仲建

我与陈增喜同志相识多年，在我
眼中，他工作充满热情，充满干劲，每
年多次奔波到郑州申报项目，协助企
业申报专利成果；他为人实在，朴实无
华，如同农民朋友的兄弟一样亲切；他
谦虚严谨，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在追
求知识的道路上从未停歇；他博物通
达，工作行之有效，是百姓深信不疑的

“智囊”，他用自己的科技知识让千千
万万南阳群众告别穷困，发家致富。

陈增喜同志是干部中的“青竹”，
也是科研界的一股清流。作为科技
工作者，他没有把自己的架子端得很
高，“我是农民的儿子，要让乡亲们都
能吃饱饭”是他的追求。他通过科技
创新，成功建立5个绿色蔬菜科技示
范基地，面积1.5万亩，建立15个生态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面积达3万多亩，
辐射带动一大批种植、养殖户开展绿
色有机蔬菜生产，帮农民摆脱蛮干硬
干的现状。同时他创建农业科技服务
平台、“艾草联盟”，一个个创新与突破
都使当地农民经济收入显著提高，有
效推动了都市生态农业生产、生活、生
态多功能一体化的协调发展。

同为科技工作者，我深知科研之
路不易，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无畏精
神。为寻找水稻良种，他 21 天跑遍

江苏、上海、福建等地，一家一家拜访
取经，带回种子后一个一个实验；跨
界从零开始学习计算机，成功实现

“农业专家系统”的华丽转身……他
这一路走来我没有亲身相随，但他的
心路历程我却深有所感，坦白地讲，
他的壮举让南阳科技系统为之骄傲。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35年来，他的足迹遍布乡野，他的名片
传遍大街小巷，让更多群众走上小康
路。而他初心未变，在他看来，动动嘴
皮子，撸撸袖管子，就能让农民朋友致
富，是最让他“得劲儿”的事儿。

同为科技工作者，看到陈增喜同志
把科技工作融入到了经济工作中，很好
地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他
是全省科技系统学习的榜样，在此，我
真心向他致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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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学习陈增喜
岗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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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整理：刁良梓 吕瑞天 郭林玲 王凯阁 张庆元 袁永强 摄影：司马连竹 插图：王伟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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