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人“暖男”尚梦龙

中原高速睢县分公司杞县南站副站长 尚梦龙

他是一名 80 后独生子女，他是父母眼中的乖儿子，妻

子心目中的好丈夫，孩子心中的好爸爸，同事心中的“阳光

暖男”.....。

2018 年 10 月 17 日河南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巡视员

郭巧敏在造血肝细胞提取现场这样评价尚梦龙：“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你的付出将为你的子女树立良好的家风，这是精

神财富。”家风是融化在我们血液中的气质，是沉淀在我们

骨髓里的品格，是我们立世做人的风范，是我们工作生活的

格调；家风是民风社风的根基，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1989 年出生的梦龙，是一位阳光大男孩。假如你认识他，

一定会觉得他的内心，就如他的长相一般干净、透明。在一

个陌生的家庭 需要社会关爱的时刻，他义无反顾的捐献了

珍贵的造血干细胞，用爱心托起生命之花；生活中，他热心

公益；工作中，他爱岗敬业，关心同事。他向上向善，阳光

开朗，用自己的温度温暖着身边的人，诠释了高速人良好的

社会形象。他就是尚梦龙，一位 80 后热血青年。

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但温度是无限的，我们都有这

样的体会，与有些人聊天兴致勃勃，意犹未尽，就算是阴霾

弥漫的天气里，心里也会装着阳光；不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洒



下一片温暖，我们都喜欢正能量的人，因为他真的自带光芒，

尚梦龙就是这样一个人。

救人性命，捐献造血干细胞

（自己认准的事，就要去干）

2017 年 3 月 28 日、4 月 6 日，睢县分公司联合商丘市红

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服务队，分两批次开展造血干细胞血样采

集活动。尚梦龙参加采集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光荣

的志愿者。今年 7 月 25 日，尚梦龙接到商丘市红十字会通

知，与江苏一名 8 岁白血病患儿初配成功。8 月 9 日高分辨

检测成功，于 10 月 17 日在河南省肿瘤医院成功捐献。

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尚梦龙没有犹豫，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捐献。由于担心他的健康受影响，家人一致反对。妈

妈一时间不能理解，就把奶奶搬出来阻止他。奶奶可是家里

真正意义上的“老祖宗”，说话硬气，坚决反对孙子捐献，因

为尚梦龙是家里的独子长孙，老人说什么也不同意孙子冒这

个险。尚梦龙理解亲人的关爱，知道家人的顾虑。但是他更

清楚，如果自己不去捐献，那个渴望生命的患儿就会失去生

存的希望。他明白，要做通家人的工作，首先要打消他们的

顾虑，让他们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有所了解。于是，他就把上

网查询到的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及捐献程序一遍一遍地讲

给奶奶听，以证明捐献对自己的身体无害。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尚梦龙的坚持，也感动了亲人。尽管有太多的不舍，

但看到尚龙坚定的眼神，通情达理的家人 终还是同意了。

面对捐献，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点赞支持，也有风言风



语，冷嘲热讽。有人说：“梦龙，你这回名利双收，可出名

啦啊！”尚梦龙微微一笑，为了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无需向

每个人解释，既然自己认准的事，就要去干。

捐献前，在河南肿瘤医院附近的宾馆里一住就是七天，

没有娱乐活动，不能熬夜，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往返于医院

和宾馆之间，早晚各打一针动员剂，注射动员剂后，尚梦龙

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不适，腰酸痛，没有胃口。这并没有影响

他捐献的决心，他说：“与救人性命相比，自己承受的这些

又算得了什么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省肿瘤医院 5 号病房楼 5 楼注射动员剂时，楼下就是

无菌仓，有一次他们走错了楼层，偶然看到了无菌仓里一个

个带着口罩的光秃秃的小脑袋，和一双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时不时张望着外面......孩子的母亲只能通过对讲电话传递语

言，梦龙说：“看到这一幕瞬间泪崩了”想象着跟我配型成功

的这个孩子，现在也是在无菌仓里等待着，更加坚定了我捐

献的决心.....

在生活中尚梦龙就是一个非常富有爱心的人。他心地善

良，总是可怜别人，他曾多次赴养老院和孤寡老人的家中做

义工，为他们送去慰问品，陪他们聊天解闷。或许是精神的

寄托，梦龙说：“自己的爷爷不在了，去养老院跟爷爷的同

龄人待在一起，还能感觉到爷爷的存在，他似乎一直陪在我

身边，未曾走远…..”

尚梦龙一直热心于公益事业，曾多次参加无偿献血。连

续三年献血 400 毫升。他说，无偿献血不仅是一种助人为乐



的美德，更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一种爱心的体现。

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影响捐献！

（为了捐献，他一个月瘦了 14 斤）

在给家人做工作的同时，尚梦龙也为捐献积极做准备。

为了捐献时各项指标达标，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调节饮食。

白天工作忙，他就晚上抽空跑步，锻炼身体。工作一天，他

也想躺在床上歇歇，看看手机，与心爱的女儿聊聊天。但是

一想到要捐献造血干细胞，他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工作期间，

他就在站区内，每天跑步 40 多分钟，五六公里；歇班回到

家中，他也不休息，坚持去健身房锻炼。他平时不抽烟，偶

尔喝点酒。捐献前的那些日子，他把酒也戒掉了，并且推掉

了所有的应酬。

不知道内情的朋友，还怪他充大，摆谱。当事后了解到

尚梦龙为了捐献所做出的牺牲后，这位朋友拍拍他的肩膀，

向他伸出了大拇指。连声说，“可以，可以啊！”敬佩之情，

溢于言表。

那些日子，他饮食清淡，又要兼顾营养。他说：“这个

时候身体已经不只是自己的了，还是受捐赠者的一部分，自

己更要爱惜身体。”救人性命，这个强烈的信念支撑着善良

的尚梦龙。由于高强度的锻炼，及饮食控制，尚梦龙一个月

瘦了 14 斤。捐献前，他身体的各项指标正常，以 好的状

态迎接着捐献。10 月 17 日上午，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尚梦

龙经过了长达 4 个小时的采集，提取造血干细胞 204ml。这

些生命的种子，通过红十字会及时送到了患者所在的医院，



挽救患者的生命。

受捐者本人及家人更是感激不尽，感谢他的无私大爱。

受捐者的父亲在感谢信中激动地写道：“感谢你给了我儿子

生的希望！给了我这位父亲希望！给了我们全家希望！深

深地感受到社会的美好和温暖。在您和我的儿子配型成功之

后，我也加入了捐献者的队伍。您救了我的儿子，我愿意去

救别人以报答您的恩情。让爱传承，让生命延续，让社会更

美好”！

家庭熏陶，言传身教

（小家筑大爱 呈现好家风）

世上没有任何事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长是个说不

完道不尽的话题，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熏陶，父母的

教育，师长的引领。之所以成为一个给予社会正能量的人，

相信并不是偶然。

尚梦龙 1 岁多的时候，父亲出了一场车祸......自此母亲

一边照顾卧床的父亲，一边照顾年幼的小梦龙，还要打理家

里的生意。就这样走过半生，母亲是夹杂着许多心酸的，想

象中梦龙的母亲应该是及其沧桑的，但不是，她的眼中始终

带着光，目光深邃有热情，说起话来大方得体。从小在这样

的熏陶下长大，小梦龙 3 岁就开始帮母亲一起照顾父亲。6

岁就学会了做简单的家务，8 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帮父母打理

店里的生意了，母亲的坚韧和坚强让梦龙从小就学会了坚持。

梦龙有两个女儿，4 岁的大女儿满满，用稚嫩的声音喊

着爸爸,爸爸，我想玩骑羊羊......他一脸慈爱的看着女儿，爸



爸这就陪你玩，小孩子疯起来总是没完没了，梦龙耐心陪孩

子做游戏、看书、认字......他给自己规定，在家的时候不打

游戏不玩手机，把所有时间都留给妻子和孩子们。梦龙和妻

子恩爱有加，虽然平时工作都很忙，但并不影响他们陪伴孩

子们。

梦龙和爷爷感情很深。爷爷在世时，他总是抽出时间陪

老人洗澡，给爷爷搓背，陪爷爷散步，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

四年前爷爷去世时，赶上大女儿出生，令他遗憾的是没能让

爷爷看到他的重孙女一眼.....爷爷的离世他心里难受极了，很

长时间才从痛苦中走出来。

在父亲面前，他是个孝顺儿子。或许是受二十多年前那场车

祸的影响，父亲似乎是跟我同步成长起来的，甚至没有我成

熟，梦龙说父亲就像是个小孩子，不爱洗澡，总是我催促并

陪他洗澡，一直以来梦龙都肩负着照顾父亲的职责，听母亲

说父亲曾经跟现在的我一样，阳光帅气，无论走到哪里，大

家伙都喜欢跟他做朋友，只可惜造物弄人，一场车祸改变了

他……

温暖的“发光体”

（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透明）

——记宁陵南收费站

“深深的记得 2015 年冬天，宁陵南收费站建站之初，条

件非常艰苦，站区没水没电，我们都觉得那个冬天异常的寒

冷，”宁陵南站的票款王巧云说：“大家都盼着跟尚梦龙一个

班组，他有车，并且对大家伙有求必应，我们总是三五成群



的挤满他的车，一路上欢声笑语；那个时候能去县城痛痛快

快的洗个热水澡，是我们这一群刚刚踏上工作岗位，涉世未

深的孩子们觉得 满足的事情......”

“有困难找龙哥”，这句话在各班组之间早都流传开了，收

费站的工作枯燥乏味，而且非常封闭。站区通常建在郊区或

者村镇周边，不通公交，没有共享单车。员工外出采购生活

用品没有交通工具，非常不方便。虽然大部分人习惯了用他

的车，习惯了找他帮忙，但依然有脸皮薄，张不开嘴的，马

畅需要外出买生活用品，找不到交通工具。尚梦龙就把自己

的车钥匙交给他，说：“开我的车去吧！”。马畅当时不好意

思，就说:“算了，改天去也行......”尚梦龙似乎看出了他的难

为情，“我刚想起来要出去办点事，就捎着你吧，”梦龙说着

就下楼发动了车；同事买过东西后，他把车开到药店买了些

应急药品带回来。心里想着：站里同事们出行不方便，万一

谁有个头疼发热的，这些药要常备着应个急啥的”。

2016 年刚入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早饭吃的晚了一点，

饭后就像往常一样去道上发卡，纪梦月突然身体不适，肚子

疼的几乎晕厥过去，得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赶到车道把这位

女生替了下来，让纪梦月立即休息，自己替班发卡，这时候

梦龙已经上了整整一个夜班......从这件事以后每天早上 7:30、

中午 11:30、晚上 5:30 你总会在楼道里听到有人喊：“开饭了，

开饭了，再不去饭菜都凉了.....”纪梦月笑着评价说：“他年龄

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更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照顾着我们，

有他在我们心里都觉得心里暖暖的。”



尚梦龙是一个开朗外向的人，说话声音不大，却很是幽

默得体，有年龄小的同事开玩笑说：“梦龙哥，你对我们大

家这么好，嫂子会吃醋的，”他得意的笑着说：“俺媳妇当初

就是看上了我这一点，你嫂子可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女孩呐，

你们都学着点，将来找对象就找我这样的......”

走到哪里温暖到哪里

（新征程，爱心如影随“行”）

——记杞县南收费站

杞县南站相比宁陵南站更加地处偏僻，生活不太便利，

尤其每次站上停水为大家带来诸多不便。尚梦龙看到眼里，

记在心里。每次上班，他都会开车从家里多带几桶矿泉水，

停水的时候分给餐厅和员工们使用。他体贴员工，关心员工

健康。监控室辐射较大，他为大家购置大盆的绿萝来净化空

气，降低辐射的伤害。

杞县南站的张军胜，是一名老党员，2017 年 11 月 16 日

凌晨 02:44 分晚突发心肌梗塞。尚梦龙知道后，第一时间开

着自己的私家车将张军胜送到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并

为他垫付了医药费，办理了住院手续。由于及时救治，脱离

了生命危险。张军胜的家人赶到后，含泪感谢站领导，能在

第一时间把患者送到医院救治。尚梦龙说：“应该的，任何

时候都要把职工安危放在第一位”。

只有心中有太阳，才能给别人更多的温暖。尚梦龙就是

一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虽然家庭条件优越，又是家里的独

生子，他并没有天然的自我优越感，而是时时处处先为他人



考虑，敢于担当，是同事们眼中公认的“暖男”。

圆高速梦，一路前行

（这事既然要人干，那我就首当其冲）

2012 年 3 月，怀揣着对高速公路的无限憧憬，尚梦龙走

出了衣食无忧的家，成为了梦想中的收费员。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并没有觉得工作枯燥乏味，反而更加努力。不论寒来

暑往，他坚守在小小的收费岗亭。一步一个脚印，从收费员

到班长，直到走上副站长的岗位......

“班长班长，特请操作请速到 104 号收费亭，”在车道站

了一上午，刚刚打好热腾腾的饭菜，还没来得及坐下的收费

班长李斌的对讲机里传来监控员急促的呼叫声音...“我去车

道，你接着吃饭，不然等你回来饭菜都凉了，”尚梦龙总是

顾不上自己，说着就拿起刚刚放在餐桌上的帽子一路小跑......

绿通车、特情车，按照规定下道要进行双人操作，即使赶上

中午吃饭的时候员工也不能离岗。等特情车处理完，大家伙

都吃过饭了尚梦龙才进餐厅，这时饭菜都凉了。

杞县南站水质泥沙太多，蓄水池经常被泥沙堵塞，吃水

成了问题。“这可咋整啊”、“池子里这么多沙子，水怎么吃啊”

看着水池里厚厚的泥沙，大家交头接耳，你一言我一语....“清

理蓄水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梦龙说道。当下便带着几

个男同志，跳下 2 米多深的蓄水池，膝盖深的泥沙就这样生

生的一桶一桶的拎出来....泥沙太多了，几个小时清理下来，

手上、身上、头发上全是泥，个个都变成了泥人儿.....

地方水路改造的时候，饮水再次成为站区职工 关注的



的话题。尚梦龙积极协调邢口镇自来水厂，安装自来水管道，

彻底解决了员工的日常饮水问题。

要想让员工干好，必须先让员工吃好。尚梦龙在单位分

管伙食。他总是给食堂安排，别心疼钱，我们的伙食费够用，

要让大家顿顿有肉吃，这段时间猪肉不是很安全，咱们牛肉、

羊肉、鸡肉换着吃。中秋节吃月饼，端午吃粽子，元宵节吃

汤圆，过年包饺子等......传统节日一样不落下。尽管众口难

调，大家对单位的伙食都是很满意的。

2017 年尚梦龙积极带头参与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2016

年 12 月杞县南站荣获“开封市青年文明号”单位。

尚梦龙的努力得到了员工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了分公司

领导的认可。2016 年，他被评为睢县分公司先进个人。

播种与收获不在同一个季节，这个过程就是坚持。小善

大爱，温暖人间。尚梦龙一直坚持着，以自己的无私付出，

为他人送去温暖。他始终怀揣着对高速事业的神圣责任感和

使命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树立了

高速人的良好形象。同时，他也影响和带动着更多人，向上

向善，奉献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