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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魅力二郎 品味“彩云味道”
九龙坡区二郎街道打造以“彩云街市”为核心的公园式生态大街区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
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
世上没有的珍奇”……

取“天上有街市，飞入
彩云间”之意，今年，坐落在
二郎街道彩云湖旁的彩云
街市正式开街，带着美好的
寓意和祝愿，着力将勾起人
无限神往的“天上街市”呈
现在世人面前。

彩云街市位于红狮大
道和科城路交汇处，包含约
2公里核心区的美食街区及
周边商业综合体，集美食、
美景、美购、美宿、美游于一
身，自开街以来持续火爆，
广大市民反响热烈。

彩云街市的兴旺离不
开九龙坡区委、区政府的大
力支持，也离不开二郎街道
的有力推动。以此为核心
区，二郎街道将逐步向外辐
射，打造具有二郎特色的公
园式彩云生态大街区，全力
提升区域居住品质、促进内
需提振消费，并且进一步提
高百姓宜居幸福指数、提升
二郎街道区域价值，加之配
合九龙新商圈的建设，助力
我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

集聚优势
美食街区应运而生

2014 年 2 月，二郎街道挂牌成
立。据传，千百年前这里曾有一座二郎
庙，供奉了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
次子，后又有人在此建造二郎关，因而
得名。

春去秋来，担山赶日般坚毅勇敢的
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厚积耕耘，共同绘制
创新天堂、美丽二郎。如今的二郎街
道，是成渝高速路的“出发地”、我市首
个国家湿地公园——彩云湖公园的“诞
生地”，各项基础设施齐备，区位优势明
显。

这里踞成渝高速起点，邻重庆西客
站，汇轨道交通5号线与轨道环线，迎
宾大道、火炬大道横贯南北、东西，“五
纵五横”城市干道四通八达。

这里现有常住人口12.5万人，辐
射沙坪坝、大渡口、杨家坪、石桥铺等各
大商圈数百万人，周边有渝高香洲、晋
愉V时代、彩云湖1号、印江州、九龙天
颂等高品质楼盘环绕，留学生创业园、
启迪科技园等数十个楼宇园区覆盖，附
近还有杨家坪中学彩云湖校区、渝高中
学二郎校区、彩云湖小学等中小学，客
群消费力大。

这里除了美食街和美食广场，还有
春风里、通用晶城、兴茂盛世繁华里、千
叶7彩街区等大型商业综合体，以及二
郎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等专业市场，
业态丰富、商业氛围浓厚，商业价值明
显。

种种禀赋叠加，赋予了二郎街道广

阔的发展前景。彩云街市正是在这样
的环境下应运而生。

充分发挥二郎街道的各种优势，彩
云街市以独特的“生态+商业”模式实
现了公园与商业完美结合、绿色与街市
潜质相融。自开街起，彩云街市便成为
九龙坡区极具代表性的美食街。在大
众点评上线目标打卡地后，更是一跃成
为二郎街道商圈TOP1，颇受广大群众
喜爱。

发展共赢
众多商户纷至沓来

夜幕降临，彩云街市迎来一天中最
热闹的时刻。

漫步其间，各类餐饮店铺鳞次栉
比，传统老火锅、特色烧烤、风味小吃等
美食招牌遍布道路两侧，不断吸引着往
来食客的眼球。

“以前这条街有一些餐饮店聚集，
发展了10多年，虽然形成了一定口碑，
但人气和质量始终上不去，生意不好也
不坏。”商户陈先生在这里经营着一家
火锅店，做了好几年，来的大多是老食

客。
如今，彩云街市周边环境绿化明亮

整洁，道路标识一目了然，景观灯饰焕
然一新，公共停车位达700余个，成为集
美食、娱乐、休闲、夜景为一体的“网红
打卡地”。该片区囊括了知名“网红”老
甘家小龙虾、五钻级酒家俏巴渝、重庆
餐饮百强徐鼎盛、山水间火锅等10家餐
饮业，先后举办了小龙虾节、彩云湖火
锅节、九龙“工匠杯”烹饪大赛、“不夜二
郎”啤酒音乐节、红星美凯龙家居节、汽
车后备箱集市节、科技活动周等多种节
会活动，大众点评、抖音、微博等媒体平
台关注度超过6000万人次。

“店里20多桌，每天都是爆满，周
末还要排队。”陈先生谈到现在越加火
热的生意，高兴得合不拢嘴。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参与，相

较于自发形成的美食街区，彩云街市真
正让商户得实惠、让百姓得实惠，实现
了发展共赢。当前，已有更多商户主动
联系，意图入驻。

据了解，在二郎街道支持下，彩云
街市目前正在申报市级美食街。明年，
彩云街市将全力创建中华美食街。
2023年，临近的26万平方米龙湖云岭
天街开街，将使彩云街市如虎添翼，让

“天上的街市”更加名副其实。
未来几年，二郎街道将以“宜居宜

业宜游”为愿景，以“九龙坡第二商业中
心”为目标，坚持“文旅商闲情养”“吃住
行游购娱”融合发展，致力打造绿色商
圈目的地、生态休闲目的地、特色餐饮
目的地、夜间经济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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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九龙坡区二郎街道提供

近日，二郎街道为辖区1100名小学一年级新生送上书包，并为辖区6所学
校1800余名教师送上200元彩云街市金秋美食节消费券，进一步提升居民幸
福指数。

多年来，二郎街道一直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落实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任务，不断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从严治党，强化政治建设；管建并重，提升城市“颜值”；吸纳人才，发展以高
新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产业；办好实事，让百姓过得舒心放心……二郎街道多措
并举，全力打造智慧、科创、开放、品质、忠义的美丽二郎。

为优化营商环境，二郎街道地毯式走访辖区经济运营主体，分类登记、协调
解决经营困难并形成长效机制；利用留创园党群服务中心、二郎商会和政企恳
谈会“三驾马车”，助推政企与企企之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推动打造电子商务
集聚区，鼓励工业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优化采购、分销体系；召开银企、企企、
政企交流座谈会，宣传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企业利好政策，让资金、政策、信息

“跑起来”。
二郎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九龙坡区委、区政府领导下，我们将统筹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争创九龙坡‘三高三宜三率先’示范窗口，助力我市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争创示范窗口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九龙坡区总工会，区人社局联合二郎街道举办首届二郎厨师烹饪大赛

彩云街市开街庆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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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干净整洁，校风文明和谐，课堂安静有序，实训操作规范……走进巴南职业教育中心，让人

眼前一亮的不仅是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和校园环境，还有学生彬彬有礼的言谈举止和朝气蓬勃的精神

面貌。这正是学校养成教育显成效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巴南职教中心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准实施“三知成人”“三乐三善”养成教育，

以青年养志为核心，以一日常规为抓手，以励志教育为主线，以习惯养成为切入点，以“三全育人”为

形式，全面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走出了养成教育全面发展的职教新路。

主题化实施
“三知成人”夯实核心价值观

在巴南职教中心看来，抓好良
好的习惯养成是德育工作的重中之
重。中职学生的养成教育，不但是
对小学、初中教育的延展，更是培养
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掌握职业技能，
为他们升学或就业奠定坚实基础的
必经之路。

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学校
如何把养成教育贯穿始终？

主题班会活动中，班主任引导
同学们进行了一场模拟人生的“命
运之牌”游戏。游戏过程中，学生随
机抽取纸牌获得“第二次生命”，在
体验另一番人生后，通过与现实生
活的对比，从中感悟人生的真谛。

巴南职教中心这堂以《知艰难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主题的
班会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孩
子们在不同人生的模拟体验中，明
白人生即使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命运也不会是完美的，只有接纳真

实的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将
幸福生活奋斗出来。

事实上，这样的主题教育活动
在巴南职教中心早已成为常态。近
年来，学校把“知羞耻方能成人、知
艰难方能成人、知畏惧方能成人”的

“三知成人”主题教育贯穿学生在校
期间，深入开展以道德、法制和挫折
教育为内容的养成教育，紧抓国旗
下讲话、主题班会、周末返校集会、
大课间讲评等教育契机，不断增强
学生的成长自信和职业荣誉。

养成教育非一日之功。围绕
“三知成人”教育主线，学校分三学
期阶段式、序列化推进养成教育工
作，期间开展了“以劳促德”“工匠精
神”等各类主题德育活动，主题演
讲、主题黑板报评比、主题歌咏比
赛、主题征文比赛、主题手抄报比赛
等，都是学校将养成教育与主题活
动相融合的生动实践。

职业化推进
“三乐三善”培养工匠精神

“同学们知道杂交水稻之父是
谁吗？”在巴南职教中心中餐烹饪与
营养膳食专业的《烹饪原料知识》课
上，执教老师董兵以问题引入，将教
学内容与时政热点相融合，通过多
媒体播放展示美食的纪录片，让学
生们深刻认识到谷物类原料知识。

从经典传奇到感性体验，到理
性感悟，再到价值认同，循序渐进式
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专业课上提
升职业素养的同时，也能将家国情
怀深植于心，树立起珍惜粮食、节约
为荣的意识观念。

在巴南职教中心，养成教育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仅是以活动
为载体，还体现在了课堂教学中。
作为职业学校，巴南职教中心积极
发挥职教特色，以“三乐三善”为文
化品牌，通过让养成教育进课堂，与
职业教育有机结合，涵养学生的工
匠精神，营造乐生善教、乐学善用、

乐业善成的育人氛围。
“刻意的说教，效果肯定不如潜

移默化来得深刻持久。”学校德育负
责人邵正勇介绍，学校把养成教育
融入专业实训课，让学生在课堂和
实训中不仅掌握职业技能，更让其
领会职业内涵、培育职业精神，促进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德技双修的
专业化养成教育。

以行业标准促养成，学校把“工
匠精神助我行”活动贯穿学生在校
期间，梯次开展“职业素养”“行业标
准”“校企合作实践”等专业教育。
先后请行业能手、高校精英进校做
老师，联系社会相关部门对学生进
行法治、安全等教育。加强校企合
作，实施工学结合，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职业素养，实现精神世界的拓展
与飞跃。

近年来，巴南职教中心通过成
功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一体
化育人体系，助力学生养成良好学
习生活行为习惯，一大批德才兼备、
知行合一的职教学子从学校走向社
会，受到各行各业的广泛赞誉。

生活化浸润
“三全育人”贯穿学习生活

寝室里，学生的床铺上都是整
齐叠放的“豆腐块”被子，内务环境
舒适整洁；食堂里，学生们排队取
餐，餐桌整洁卫生，就餐氛围文明有
秩序；校园里，没有嬉戏打闹，学生

们遇到老师总会主动行礼问好……
这样文明和谐的画面，构成了

巴南职教中心学生在校学习生活的
每一天。在这里，职校学生并非如
人们刻板印象中的难以“管控”，而
是被赋予了新的定义，他们有着良
好的行为习惯，其品德素养则体现
在了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

学校深知，只有当教育和生活
有了真正的内在联系，教育本身才
更有意义。

生活即教育，秉承着这一理念，
巴南职教中心将养成教育融入学生
的日常学习生活，对学生在校期间
坚持半军事化管理，充分利用团体
跑操、竞技比赛、团队活动、才艺展
示、文明寝室创建活动等载体，培养
学生高雅的生活情趣，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

进别人的房间要敲门，吃饭时
不大声说话，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时
刻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这些看
似很简单的要求，却慢慢对学生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事”的规
范中逐渐成长为“大写”的人。

“养成教育是影响人一生的教
育，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
孩子走好人生之路。”正如校长黄轶
所说，学校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坚持
立德培根铸魂，将办学价值延伸到
学生未来的发展，让学生今后能够
尊严而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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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职业教育中心深化“养成教育”为学生出彩人生奠基

“三知成人”涵养德才兼备的时代工匠
大课间跑操

养成教育进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