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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娜）4 月 28 日，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
我省好青年——青海省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 科 护 士 长 、主 管 护 师 孙 晓 林 获 此 殊
荣。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青海湟中分
队获得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殊荣。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共青团中
央、全国青联共同颁授第 24届“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表彰青年中的优秀典型和模
范代表，授予 60 名青年第 24 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授予 34 个青年集体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追授 34 名
青年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荣获第 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
孙晓林是国家级危重症专科护士，还是
中华护理学会第二十八届理事会重症护
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病理生理
学会危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会护理学组委
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危重医学专业
委员会护理学组委员、青海省护理学会
重症监护护理专业委员会委员。2007 年

参加工作以来，她在平凡的护理工作中
始终以南丁格尔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多
次获得青海省人民医院“先进个人”和

“优秀护士长”荣誉称号。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孙晓林主动报

名前往武汉，在武汉提交入党申请书。
在武汉战疫的 50 天里，她带领重症护理
团队全力以赴做好重症护理工作，“徒手
盲插”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她还利
用下班时间开展网络授课，吸引 1000 余
人次参与，受到武汉市新洲区人民医院

和武汉市民的好评。
荣获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的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青海湟中
分队的故事要从 1999 年讲起。那一年，
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响应团中央、教
育部的号召，连续 20 年选派志愿者前往
我省接力支教。2006 年起，清华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青海湟中分队成立，扎根湟
中县第一中学，坚持“做有温度的教育，
做有力度的公益”，为脱贫攻坚贡献青春
力量。

孙晓林荣获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青海湟中分队获得集体奖

本报讯（记者 莫青）4月 28日，
记者从全省医保电子凭证试点推进
会上获悉，5月 31日前，省医疗保障
局将完成全省 10家医院、1000家药
店医保电子凭证试点上线工作，开
通医保电子凭证移动支付功能。

医保电子凭证由国家医保信息
平台统一生成，是参保人办理线上
医保业务的身份凭证，医保电子凭
证广泛应用于医保查询、参保登
记、报销支付等医保各业务场景，
一张电子凭证，可以办理所有的医
保业务，可全国通用，跨渠道通用。

我省电子凭证试点工作，涉及
各地医保部门、兴业银行各营业网
点、10 家定点医疗机构、1000 家定
点零售药店，各地医保部门加快推
广医保电子凭证，完成本地医保信
息系统和医药机构信息系统对接，

打通第三方支付渠道，5 月底前全
面完成省内 10 家医院和 1000 家药
店的医保电子凭证接入改造。

据试点银行负责人介绍，医保
电子凭证应用包括预约挂号、无卡
就诊、医保移动支付、信用支付金
和扫码取报告取药功能，同时还具
备医保查询、跨省异地就医和业务
办理功能。

省医疗保障局局长吕刚介绍，
医保电子凭证是群众就医购药过程
中增加身份核验手段的回应，是服
务措施上的加法，原有的身份证、
社保卡等就医凭据仍可以继续使
用；医保电子凭证不依托实体卡，
不存在丢失补办或忘带的问题，切
实减轻了群众负担，维护了群众利
益，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
姓少跑路”。

我省医保支付进入“码时代”

本报讯（记者 赵俊杰）4月 28日，三江源国家
公园管理局、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三江源国家公
园生态气象公报（2019年）》以下简称《公报》。《公
报》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园
区内植被生态质量趋好，固碳释氧量增加，黄河
源湖泊面积增大，水源涵养能力提升。

《公报》基于卫星遥感和气象数据，对 2019年
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植被生态质量、荒漠化土
地、牧草物候及产量、积雪面积及日数、土壤含水
量、冻土变化和湖泊面积监测及气象条件影响分
析。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园区内固碳
释氧、水源涵养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了评估。

《公报》显示，2019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年
平均气温为零下 2 摄氏度，年降水量 516.9 毫米，
年日照时数为 2318.7 小时。与近十年平均相比，
2019 年园区年平均气温偏低，年降水量偏多，年
日照时数偏少，水热条件匹配一般。

2019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植被生态质量

较近十年平均整体略偏好，2000年以来植被生态
质量总体趋好。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长江源
园区西北部，澜沧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有零星
分布，以轻度荒漠化为主。与近十年平均水平相
比，牧草生育期长度持平略延长。2019年园区牧
草长势年景评价为“平年”。

2019年积雪季（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5月），
园区积雪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增大 3.4 倍，积雪日
数较近十年平均偏多 18 天。2019 年园区土壤含
水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园区年季节性最大冻
土深度较近十年平均整体持平略减。2019 年园
区典型湖泊面积与近十年相比整体增大，近年来
局部湖泊形成高原湖链。

《公报》披露，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
以来的生态状况评估：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开展
后（2016年至 2019年）与开展前十年平均（2006年
至 2015年）相比，园区植被生态质量整体改善，固
碳释氧量增加。扎陵湖和鄂陵湖水体面积增大。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气象2019年公报发布

黄河源湖泊面积增大

“我来置管，我会盲插！”3月初的武汉，
与病毒博弈的气氛依旧紧张，武汉市新洲
区人民医院 ICU 里，孙晓林在无法应用仪
器设备的情况下，凭借过硬的技术，成功为
患者实施鼻空肠管徒手盲视置管，创造了
新洲区人民医院的新纪录。从此，“徒手盲
插”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

青A晓林
“爸爸，快看！妈妈在电视里！”2 月的

一个晚上，孙晓林家中，女儿突然叫着，丈
夫宋长虎赶忙看向电视。

电视里，一名医护人员握着病人的手
反复地说：“加油啊，很快就好了，加油！”虽
然看不清重重防护下的脸庞，但那清秀的
声音让宋长虎断定，她就是妻子孙晓林。

“我申请去武汉！”2 月初，疫情中的武
汉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我省成立支援湖
北医疗队的消息传来，青海省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晓林主动请
缨。她说：“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作为
一名科室的护士长，作为一名护士，国家需
要我，武汉需要我，病人需要我，我义不容
辞。”

孙晓林到达武汉的前几天，因为疫情
严峻，医护救治工作繁忙，她和丈夫没有联
系。再有联系时，丈夫的微信上多了几张
照片。每张照片上，她厚厚的防护服上写
着“青 A 晓林”，比出胜利的手势。丈夫松
了一口气：“说明她心态很积极。”

在武汉时，孙晓林担任新洲区人民医
院 ICU 重症护理团队临时负责人。由于患
者数量不断增加，她和青海重症团队商议
后迅速规划，短时间内成立了新 ICU，当天
收住了 12 个危重患者。经过第一天的努
力，个别患者氧饱和度逐渐上升，呼吸也没
那么急促了，患者们朝她竖起了大拇指。

细节晓林
战 疫 一 线 ，孙 晓 林 肩 上 的 责 任 重 大

——她被选为我省 10 家医院 48 名重症护

士的护士长。对她而言，这既是肯定，又
是挑战。

成为护士长的孙晓林从细节入手，严
格把关，合理规划新洲区人民医院 ICU 区
域，制定各种相关制度规范；对人员分组
排班，实行责任制整体护理模式。培训新
来的保洁员，一遍遍地教他们如何收拾垃
圾、擦床、擦仪器、扫地、拖地、收利器盒
等，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孙晓林和队友们一起轮班，为患者吸
痰，做口腔护理、鼻饲，为气管切开处、深静
脉换药，清理大小便，翻身、抽血、输液……
这些工作会与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接
触，感染风险很高，她总是抢着说：“我来！”
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上口罩、帽子和护目
镜，平时简单的工作变得不那么轻松，为减
轻患者痛苦，她争取一步到位。

一旦发现问题，孙晓林会及时在微信
群反馈，不断改进护理流程、规范，督促队
员们按流程操作，提高护理质量，重症护
理团队得到了患者、医疗队医生和新洲区
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的一致好评。

“只要能保障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

全，我乐此不疲；只要能节省一件防护服，
就会多一次战斗的机会；只要我们在一起，
就 离 胜 利 不 远 ；只 要 大 家 安 好 ，便 是 晴
天！”这是孙晓林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徒手盲插”晓林
新洲区人民医院 ICU 里有几位新冠肺

炎危重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需口腔气管
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患者胃肠道吸收
不好，每次鼻饲前都有胃潴留。看到患者
日渐消瘦，大家很着急，决定开展幽门后喂
养。

以往空肠营养管的置入需要在X线和
胃镜下操作，但隔离病房条件不允许。这
可是一项技术活，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孙
晓林挺身而出：“我来置管，我会盲插！”

大家惊讶的同时也有些担忧，“徒手盲
插”在新洲区人民医院没有先例。无法应
用仪器设备不说，还要穿着全套防护装备
操作，无疑难上加难。孙晓林透过护目镜
给了大家一个肯定的眼神。她边置管，边
带教，仅用 10分钟就完成了两例患者的置
管，汗水浸透了她的衣服。

“以后您就是我们的师父了！”孙晓林
手把手将自己的经验和技巧，教给新洲区
人民医院的护士们及一起支援武汉的队友
们。她把“徒手盲插”的技术留在了武汉，
把青海医护人员的敬业精神留在了武汉，
把青海新青年精神也留在了武汉。

鼻肠管的成功留置，让危重患者有了
营养支持，减少了并发症发生。孙晓林感
慨：“作为一名危重症专科护士，这些是我
应该做的，我愿意把技术分享给大家，让更
多患者受益！”

学霸晓林
孙晓林还是一名妥妥的学霸，她在病

房里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新冠肺炎患者氧分压低，氧饱和度一

直不见好转，需要给患者实施俯卧位通气
治疗。身为青海省人民医院 ICU RT 小组
负责人，孙晓林在俯卧位通气治疗技术方
面经验丰富，果断组织队员开展了新洲区
人民医院第一例俯卧位通气治疗。

针对危重患者的俯卧位通气治疗这一
项技术，孙晓林发表过一篇核心论文，完成
了一项省内先进的“三新”、一项国内先进
的科研，申请了一项实用新型专利。

学霸孙晓林白天上班，晚上制作课件，
利用下班时间通过网络为千余人授课。过
去，护理人员只管把一天的活干完，将重复
的工作反复做好，但现在不一样了，必须要
谋求新发展，转变观念，认识到护理是一门
学科，也可以开展科研工作。更重要的是，
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培养新一代的护理人勇
于尝试、大胆迈进。

4 月 28 日，得知自己荣获第 24 届“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在病房里忙碌的孙晓林
激动不已，同事们纷纷祝贺她，她谦虚地
说：“我做的还不够好，我会继续努力，不
忘初心，坚守白衣天使的使命。”

穿上一袭白衣十三载，孙晓林始终把
初心放在行动上，用行动浇灌梦想，成为当
之无愧的高原好青年。

“徒手盲插”的孙晓林
本报记者 彭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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