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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中心医院 P2 停车场。

昨日，珠江时报记者来到禅城中心医
院（下称“禅医”
），上午九点钟，正是就诊
高峰时期，在医院门前的行车管理井然有
序，医院各个路口都有引导员以及清晰的
指引牌，引导汽车到就近停车场停车，接
驳车来来往往接送着患者往返于医院和
停车场之间，有效保证行人和车辆安全。
“现在停车还是很顺畅的。”
“虽然远
一点，但有接驳车，我们觉得医院安排得
挺周到的。”记者随机采访的两个市民如
是说。
事实上，禅医精进楼门前的健康城项
目、文化广场项目均已正式开工，这意味
着原地块之上的 900 多个停车位无法继
续使用，医院停车位由原来的 1200 个骤
减至约 300 个。
停车难，是摆在禅医这个年门诊量约
240 万人次的大型综合医院面前的一道
难题。如此情势下，禅医该如何“破题”
呢？
早在一年前，禅医就已开始着手解决
新建设周期将要面临的停车难题，在周边
1 公里内寻找适合的地块建设停车场。经
过多方努力、协调，终于为患者觅得了宝
贵的近 800 个停车位，解决项目建设期的
投入近 2000 万元
停车位紧缺问题。
细微之处见真章。为了方便患者，禅
解决停车难
医为患者提供了近 10 辆接驳车，来回穿梭
于院外停车场和医院之间。同时，一项项
“以往在禅医停车需要找车位，
如果停在稍远一
点的停车场，还必须顶着烈日多走一段路，没想到今
细致、周到、温馨的配套服务，让每一
天停车如此顺利，
还全程有接驳车接送。
”
昨日，
市民王
个患者由衷地感受到：为患者
丽到禅医体检，
体验了新增的停车接驳服务。她笑说，
禅
服务，禅医真的在用心。

就医停车难中

感受
“禅医温度”
禅城中心医院投入近 2000 万元，
通过租赁改造临时停车场、增加免费接
驳车数量，
从细微处服务好就诊市民

每辆接驳车
每天来回近 50 趟

临时停车场场地问题解决
了，然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新增的停车场位于禅医的周边位
置，
如果驾车到停车场停车，
还必须
医的患者服务，
可与大酒店服务媲美。
步行10到15分钟，
才能到达院区。
医院停车问题不容小觑，它是医院管理能力、服务水平
虽然从 2016 年开始，禅医就设
的体现，
也会影响市民的就医感受。禅医如何解决停车难，
让
置了往返健康城项目地块临时停车场
本来很有可能吐槽的
“痛点”
变成点赞的
“亮点”
呢？
至医院的免费接驳车，但可以预见，原
禅医日门急诊量上万人次，日住院量逾千人次，日均车位需
有的接驳车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需求。
求量超 4000 辆次，
面对就诊市民日益激增的停车需求，
医院有限的
为方便患者，
禅医管理层做出了一个
车位显得捉襟见肘。在医院快速发展的同时，新的难题也不断涌
决定：
取消所有行政用车，全部人力、物力
现。近日，
禅医健康城综合体项目已开始施工，
该地块之上的 900 多个
用于车场接驳，
竭尽所能为患者提供服务，
车位已无法继续使用。
■市民可在停车场坐接驳车
确保患者通畅无阻抵达医院。同时，
禅医新
停车位骤减必定影响市民就医，
此时，
解决停车
“一位难求”
的难题，
考
购了4辆中巴车专门用于车场接驳，
并根据时
验的是医院管理层的智慧以及决心。
到医院。
段需求调度、增加多辆行政用车同时运转，确
对此，
禅医早有布局。据禅医执行院长胡航介绍，
早在一年前，
禅医后勤
保患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往返停车场与医院
部与保卫科已派出相关人员，
在禅医周边物色合适的地块，
建设停车场。
之间。至此，
禅医共有 5 辆中巴和 5 辆商务车随
然而，
在禅医周边要找到合适地块建设停车场并不容易。禅医后
对于医疗服务，
质量与安全是医院的生命
时候命，
参与从医院至停车场的接驳工作。
勤服务部主任彭旭导告诉记者，
在医院周边1公里处，
并没有现成的
线，
禅医始终将品质放在首位；
而对于患者的服
如今，
在就医高峰时期，
接驳车来回穿梭于禅
大型停车场，
而且周边面积较大的旧厂房或空地，
要不就是可租
务，禅医屡屡开创新模式，开启特有的“禅医式
医和 P2 停车场之间，
接驳车日载客量超过 4000 人
赁时间短，
要不就是厂房建筑太旧。
服务”
，
获得极佳口碑。
次，一辆 15 座中巴每日载客量有 700 多人次，也就
“地方不好找，
最终还是我们为患者服务的真心打动了
此次停车问题的解决，
正印证了禅医服务的
是说这辆中巴每天至少要来回走47趟。
业主。
”
彭旭导说，
如今，
禅医临时停车场 P2 是免费的，
即
细致入微。
此外，在解决停车难问题时，禅医得到了多方助
使以后收费，
其收取的费用是远远覆盖不了医院在停
在禅医 P2 停车场，市民停好车后可在停车楼
“我在 P2 停车场停好车后，坐在
力。
“为解决禅医患者的停车难题，禅城多部门多次召
车场租赁、改造以及人员配置、接驳车等投入的近
内等待接驳车，
停车楼内专门设置了等候椅、风扇、
停车楼内等车，
大约 4 至 5 分钟后就坐
开协调会，
禅城交警、
城管等，
以及石湾镇街道等部门也
2000 万元的费用。禅医这种不问回报，为服务
饮水机等设施，
在酷暑天气下为市民挡去
“暑气”
。如
上了接驳车，
挺方便的。
”
昨日，
市民陈文
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很大帮助。”
胡航说，本来自身也有停
市民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业主非常赞赏。最
果有急需救助的患者来到停车场，
引导员会将其引至
斌从顺德龙江驾车到禅医看病，
体验过
车难题的周边园区，
也尽力克服困难，
为禅医以及患者提
终禅医从周边园区的 4 个业主手上取得地
绿色停车区，
医院将为此类患者开通绿色通道，
实现停
“禅医式”
停车服务后，
他说，
没想到如今
供了极大地帮助。
块的使用权，
建成两个停车场，
为禅医患
车场和院区的医疗服务无缝接驳，
使病情紧急的患者尽
到禅医看病停车如此方便快捷，
“每次来禅
“借助医院内涵建设，医院管理服务理念提升等，禅医
者新增了近800个停车位。
快得到医疗救助。
医都能发觉这里很多细节都做得很好，
让
不断在优质服务上‘下功夫’。在政府主要领导和主管部门
“一年前禅医健康城项目尚未
“这些设备是我们用一周时间配备好的，
接下来如果
人感到他们对于患者，
是细致真诚的。
”
等多方支持下，
停车难这个痛点暂时不那么痛了，
后续希望通
开建，
此时我们已花费不少人力
发现患者的新需求，
我们会继续完善，
关注好每一个环节，
事实上，
禅医并非首次用如此思路解决
过持续努力，
争取能够将痛点变亮点。
”
负责这次停车专项工作
物力把停车场准备妥当，以
关切到每一位患者。
”
孙连丰介绍。
停车难问题。早在
2016 年，在禅医院长谢
的禅医副院长孙连丰说。
备不时之需。这 800 个新
一般医院的就医流程，
是从医院前台导诊开始，
而在禅
大志的倡导下，
禅医上至院领导下至普通员
据悉，
接下来禅医还将在 P2 停车场开展停车楼改造，
5 层的
增的备用停车位一直
医，
患者从停车开始，
就可享受到优质的服务。为了解决停
工积极响应医院“将有限车位让给患者”
的号
厂房将
“变身”
停车楼，
进一步服务患者。预计
“十一”
国庆节后，
该
‘躺着晒太阳’，直至
车难题，
禅医制定了一整套标准化制度和流程，
确保患者等待
召，
为患者让出近500个车位。直至如今，
禅医
停车楼可正式投入使用。
近日才正式转正
接驳车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
都在周边划定了员工限停区，
规定员工
“不占用
投入使用。”胡
医院的服务规范细致到员工的每一个行为准则，
目的就是
一个车位，
不添堵”
。员工则需在离医院步行 10
航说。
为了让患者前来就医时从停车开始，
每个环节的时间都能优化、
分钟甚至 20 分钟的地方租用停车位，
他们每天必
节省，
把宝贵时间还给患者，
各类
“暖心”
服务真正体现了禅医的
须提前半个小时出门才能赶上上班的节奏。
“以人为本”
。
“我们的心意，市民能感受到的。”
彭旭导告诉
据悉，仅仅是停车环节，禅医就出动了 3 个部门的员工，包括
记者，为了更好地提升市民停车体验，他们偶尔会
司机班、车场管理公司、保安等各环节共 60 多人的专业团队全
“混入”排队等候接驳车的市民中间，听他们会不会
面
“护行”
患者。
对新停车场有意见。
“本来我们以为新停车场投入
使用，
一开始肯定会收到一些投诉的，
谁知道停
车场运行至今都没有收到投诉。”
让他觉得
既意外又感动，
当他们主动询问市民意
见时，大家都觉得很理解，同时，也
都称赞禅医的服务做得很细，很
用心，
“市民的肯定，让我们工作
禅医派出多辆中巴、商务车，从每天早上
人员都觉得很感动。
”
彭旭导说。
7：30 至晚上 8：00，为市民提供停车场免
“为患者提供各种优质服
费接驳服务。
务是禅医人做事的风格，我们
将坚持做到，一切以患者为中
心，为患者提供优质、体贴的
早上 8：00 至 12：00，下午 2:30 至 3:30 是就医高
服务。”一位禅医的工作人员
说。
峰期，市民驾车至医院附近，可把车辆停在禅医
如今，
禅医家门口的地铁
P2 停车场（原金环球厂区内、莲峰书院对面），坐
二号线已进入攻坚收官阶段，
接驳车到院区。
石湾文化广场升级改造已经开
工，
地标性的复星-禅医健康城
综合体工程顺利启动……据悉，
■停车场位置示意图。
禅医制定了一系列停车管理流程，确
石湾文化广场及复星-禅医健康
保市民等待接驳车的时间不超过 5 分
城综合体工程将于 2021 年上半年
竣工，
届时将有近 1400 个车位投入使
钟。
文/珠江时报记者 曾雪莹
用，
禅医周边停车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缓
通讯员 李爱玲 邢莹 吴涤宇 张溯兵 杜娟
解。
图/珠江时报记者 戚伟雄

保证患者等车
不超过 5 分钟

后年将有近
1400 个车位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