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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111 号
开放时间：每日 9:00 至 21:00（双休日、节假日不休息）
联系电话：64010696
公交到达方式：104 路、113 路、108 路、107 路、635 路、612 路、124 路、特 11 路等多条公交线路直达
地铁到达方式： 地铁 5 号线（北新桥站）、2 号线（安定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每周固定公益活动：中老年舞会、数字电影放映、“我的舞台我的梦”系列群众文化演出等。
       常年举办公益活动：文艺演出、艺术展览、知识讲座、培训交流、“艺＋ 1”艺术普及活动等。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风尚剧场、风尚美术馆、教育教学培训厅、形体训练厅、音乐排练厅、舞蹈
       排练厅等场馆举办各类公益性群众文化活动。

东城区第一文化馆大楼于 1990 年 7 月 25 日竣工，总占地面积 32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8229 平方米。
2008 年，文化馆通过升级改造，整体环境、硬件设施和办公条件更加优越，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更加完善。
场馆内设风尚剧场、风尚美术馆、风尚戏剧创客沙龙、舞蹈排练厅、音乐排练厅、曲协、书画、摄影、集邮、
戏曲之家、民间工艺室等 30 多个独具特色的活动室。现有馆办艺术团队 23 支，其中不乏如周末相声俱乐部、
京剧名家票友俱乐部、钟声合唱团、舞蹈队等具有广泛品牌效应及群众影响力的优秀团队。文化馆常年开
展舞蹈、声乐、器乐、空竹、戏剧等多个门类的公益培训；常设免费服务项目 10 余项，举办演出、展览、
讲座、数字电影放映、中老年舞会等各类公益文化活动。打造了“东城区新年音乐会”“新春游乐会”“我
的舞台我的梦群众系列文化活动”“‘艺＋ 1’全民艺术普及活动”“‘爱心文化种社区’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北京管乐节”“百姓环保戏剧展演”“中法戏剧交流公益演出”“北京东城国际喜歌剧公益演出”等一
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品牌文化活动。

此外，我馆明确新时代文化馆定位，以“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方向，深入开展标准化、均
等化、数字化、社会化等工作的研究，主动出台了多项举措，以“艺 +1”全民艺术普及活动、文艺党课、
数字文化馆等形式，提升服务效能，让百姓获得更多文化福利。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和集聚功能，努力
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和协调中心、人才的培训和辅导中心、项目的培育和激励中心、群文理论研
究和艺术作品创作中心，打造东城百姓的“文化家园”。

东城区第一文化馆作为文化部授予的国家一级文化馆，连续多年荣获全国先进文化馆、首都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文化馆

东城区第一文化馆 风尚剧场

风尚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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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东城区崇外大街 7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 至 17:30（如遇特殊情况提前通知）
联系电话：67091130
公交到达方式：39 路、43 路、128 路、525 路、599 路、684 路、特 7 路、花市路口南站
地铁到达方式：磁器口地铁站 A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艺术有约”免费艺术培训班、“艺术有约”—名家讲堂、节假日定期举办展览展示及文艺演出。

东城区第二文化馆成立于 1949 年 2 月，是新中国第一座文化馆，原为“北平市第二民众教育馆”，
1954 年 6 月更名为“崇文区文化馆”。2010 年 7 月原东城区和原崇文区合并为新东城区后，更名为东
城区第二文化馆并加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牌子。现馆舍位于崇文门外大街 7 号 , 馆内设有崇
文剧场、排练厅、非遗博物馆等厅室，设备设施先进，功能齐全，基本实现对辖区群众免费开放。

 
　　东城区第二文化馆是东城区政府设立的公益性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充分
发挥龙头作用，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活动形式，常年为群众提供各类文化培训服务，
举办丰富多彩的品牌文化活动，成为百姓喜爱的文化活动基地，是东城区群众文化活动组织策划和协调中
心、人才培训和辅导中心、项目培育和激励中心、群文理论研究和艺术作品创作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和理论研究中心。

 
　　文化馆组建有舞蹈队、合唱队、京剧队、模特队、民乐队、管乐队及快板沙龙等多支业余文艺团队。
常年组织策划龙潭春节庙会、非遗闹元宵、群众文化展演季、北京快板邀请赛、中秋诗会、新年音乐会等
大型品牌文化活动。每年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文化活动百余场次。2000 年，创编的舞蹈《快乐小丫》获
全国群星奖金奖；2007 年，创作并表演的快板《争当奥运志愿者》荣获全国“群星奖大奖”和“创作奖”；
同年，被评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2008 年被文化部评定为一级文化馆；2015 年，
名列文化部评定的全国十大优秀文化馆之首。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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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 85 号
开放时间：第二外借、综合阅览、自习室 周一至周四：09:00-20:30、周五至周日：09:00-17:00
     第一外借室 周一至周日：09:00-17:00
     少儿借阅室 周二至周四：13:00-19:00、周五至周日：09:00-17:00 
     少儿借阅室（寒暑假） 周二至周日：09:00-17:00 （每周一休息）
     外文阅览、地方文献、创意文献 周二至周六：09:00-17:00（每周一周日休息）
联系电话：64051155
公交到达方式：107 路、612 路、635 路北新桥路口西或交道口路口东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5 号线北新桥站 A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地下一层 第二外借室
       一层 剧院、展厅
       二层 第一外借室、少儿借阅室
       三层 自习室、外文阅览室、报告厅、视障阅览室
       四层 综合阅览室
       五层 地方文献阅览室、创意文献阅览室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成立于 1956 年，是东城区政府兴办的综合性公共图书馆，是收集、整理文献，并
向社会公众提供文献服务的公益性文化教育机构，是北京市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现图书馆大楼于 1996 年竣工启用，位于交道口东大街 85 号，总面积 11780 平方米。北倚国子监街，
南眺文天祥祠、顺天府学，西与钟鼓楼相望。2013 年，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东城区与崇文区合并，更名
为东城区第一图书馆。1998 年以来，连续五次被文化部评为地市级一级图书馆。

馆内设有第一外借室、第二外借室、少儿借阅室、综合阅览室、外文阅览室、创意文献阅览室、地方
文献阅览室、政府信息查阅室、自习室、视障阅览室等免费开放的公共阅览室，拥有各类文献近60万册（件），
阅览座位 600 席，可上网电脑 100 多台，每年接待社会公众 40 余万人次，各类读者活动 300 余场次。

为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文化的需求，近年来，我馆大力加强总分馆建设，自 2014 年以来，陆
续建有东总布分馆、王府井分馆、化工书店分馆等，并纳入全市“一卡通”系统，实现通借通还。

近年来获得的荣誉有：“全民阅读推广示范基地”及“全国人文社科普及基地”， “首都文明单位标兵”，
“书海听涛系列读者活动”荣获北京市学习品牌，代表东城区获得全国“书香城市”，东总布分馆代表所
在社区获北京阅读季 “书香社区”，王府井分馆获 2018 年度北京市“十佳优读空间”及 2018 出版界图
书馆界全民阅读年会优秀案例奖

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书馆

第二外借室

综合阅览室——报纸阅览区

东城区第一图书馆

儿童借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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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 东城区西花市大街 113 号、2. 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 126 号、3. 东城区龙潭东路 9 号
开放时间：1 和 2 周二至周日 10:00 至 17:00、3. 周一至周日 9:00 至 18:00
联系电话：1. 67124728、2. 80699823
公交到达方式：1. 12 路、8 路羊市口；2 和 3. 684 路、12 路、139 路左安门内
地铁到达方式：1. 地铁 2、5 号线崇文门站 G 出口；2 和 3. 地铁 14 号线方庄站 A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1. 读者办证处、少儿书刊借阅处、书刊外借处、读者活动
        2. 报纸书刊阅览、图书借阅、读者活动
        3. 一层为主题文化活动及展览展示区
        二层为阅览区
        三层为辅助主题文化活动区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图书馆是国家举办的区级综合性公
共图书馆，前身是崇文区图书馆，于 1956 年 11 月 23 日
建馆，是为广大公众提供科学普及、文化休闲、终身教育的
公益性服务机构，多次被评为“全国一级图书馆”。新馆建
设期间，于 2009 年迁入花市火神庙临时开馆，提供成人、
少儿书刊外借等服务。图书年入藏更新 3 万多册，举办各
种读者活动。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图书馆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左安门借阅处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分馆角楼图书馆

火神庙外借部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左安门借阅处
北京市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左安门借阅处位于国家级文物保

护单位“明城墙遗存左安门值房”旧址内，于 2010 年正式对外
开放。馆内现有藏书 5000 余册，期刊 120 种，报纸 35 种，阅
览坐席 30 个，读者活动以“南城往事读者沙龙”为主，读者可
持“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联合读者卡”来馆借阅参与各
项活动。图书馆主要服务于左安门地区、方庄地区等周边社区
和北京市少年宫的广大师生。馆内为方便读者阅览，配有放大镜、
老花镜、纸笔、雨伞等便民物品。左安门书刊借阅部自开馆以来，
深受广大居民读者的喜爱，年接待人次接近万人。

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分馆角楼图书馆
北京外城东南角楼，修建于 1553 年，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

始自然坍塌。2016 年，按照文献记载及老照片、遗址挖掘报告，
参照现存明城墙的形制进行重新复建。2017 年 10 月 28 日，角楼
作为东城区第二图书馆分馆，正式对外开馆。角楼图书馆以“最北京”
为特色，收藏了近万册北京历史书籍，馆内共有 3 层，1 层为主题
文化活动及展览展示区，主要举办老北京文化主题展览，同时举办
读书会、文化沙龙等活动；2 层为阅览区，现有北京专题图书近万册，
报刊 100 多种，为读者提供阅读服务； 3 层为辅助主题文化活动区。



●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07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大街花市枣苑小区 8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010-67166227
公交到达方式：57 路、23 路培新街站；8 路、12 路、525 路小市口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广渠门内站 A 口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培训、展览、数字电影放映

东花市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综合文化活动室建成于 2008 年，是为广大社区居民服务的公益性文化场所，
中心以社区文体活动为主，现已开设有合唱、舞蹈、健身、乒乓球、 数字电影放映、书画培训、非遗展览、
红色收藏展等免费服务。中心自有合唱、舞蹈、书画等文艺团体 5 支，曾代表街道获市、区级比赛奖项。
中心组织开展的街道蟠桃宫文化庙会、非遗主题活动、群众文化展演季等，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东花市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红色收藏展厅 排练室

乒乓球室健身房

非遗展示厅东花市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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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景泰西里东区 4 号楼底商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
联系电话：87863369
公交到达方式：25 路、7 路 安乐林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4 号线景泰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音乐排练、书画授课、棋牌授课、展览厅、多功能厅、图书借阅 、报刊阅览、电子
阅览等

2014 年 10 月正式对外开放。中心地处景泰西区东区四号楼底商，建筑面积 1630 平方米的永外地
区文化活动中心，硬件设施配套齐全 , 服务项目日趋完善 , 人气指数不断飙升，活动中心集图书馆、儿童
绘本馆、舞蹈教室、展厅、电影放映厅、音乐室、书画室、多功能厅等八室一馆，可以满足永外地区 20
个社区的居民到中心活动。

永外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指尖书吧图书馆

永外中心外立面

棋牌室

音乐教室

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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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块玉南街甲 1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8:00
联系电话：67186175
公交到达方式：684 路（龙潭路西口）39 路、54 路、128 路、525 路、599 路、957 路、958 路（天坛体育场）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5 号线天坛东门站 B、C 口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音乐排练、多功能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图书通借通还

体育馆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位于东四块玉南街甲 11 号，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内设图书阅览室、电
子阅览室、书画室、舞蹈教室、音乐教室、多功能厅、心理咨询室、小剧场等功能完备的特色活动室，拥
有1000平方米的室外文化广场一处。自2011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共吸引30余支文艺团队来此活动，
有舞蹈队、合唱队、京剧队、豫剧队、模特队、河北梆子、管弦乐队、民乐队、曲艺队等等，仅参与活动
的团队人员 400 余人。

体育馆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电子阅览室

舞蹈教室 音乐教室

小剧场

图书馆体育馆路街道文化中心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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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14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
联系电话：65267989
公交到达方式：24 路、674 路禄米仓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5 号线灯市口站
免费服务项目：乒乓球室、舞蹈室、音乐教室、多功能厅、书画室、图书馆

建国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南小街 14 号，建筑面积 2766 平方米，场地实行
预约制管理。是集文体活动、体育健身、科普教育、培训展览、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场所。中心
地上 5 层、地下 1 层，设有街道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音乐教室、舞蹈教室、书画室、乒乓球
室等功能设施。活动场馆的设置，均是结合“开放空间讨论”主题——“我的社区服务中心我作主”居民
意见设置的，真正做到了街道领导倡导的“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初衷。乒乓球室的挥汗如雨、
音乐教室里的激昂歌唱、舞蹈教室中的婀娜多姿、书画室里的挥毫泼墨和图书室里的静悄悄形成了鲜明对
比，90 余种期刊，10 余种报刊，16000 余册图书成了爱读书学习之人留恋往返之地方。

建国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紧紧围绕街道中心工作，服务建国门地区，着力打造活动品牌。如：“立春
文化节”、“彩虹文化节”等等。

建国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向老奶奶学画画 图书馆

多功能厅音乐教室

舞蹈教室建国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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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打磨厂街 62 号，总建筑面积 1465 平方米，改建于
2015 年，是集社区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便民服务、居家养老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场所。

中心有健身室、卡拉 OK 室、党员电教室；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
培训室、科普教育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多功能厅、音响室、化妆室、所有文化体育功能室免费
向辖区居民开放。

本中心 2009 年成立京韵前门艺术团，共有 6 支团队，团员 150 余人。我们结合地区特色和每年的
重大事件制定不同的展演季主题，形成了一套具有前门地区的特色的文化活动体系。

前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东城区西打磨厂 6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67012892
公交到达方式：9 路、599 路、44 路正义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崇文门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图书馆

外立面 电子阅览室

培训教室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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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东直门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8:30-20:30
联系电话：64159845
公交到达方式：3 路 - 东四十条桥东、113 路 - 东四十条桥东  、701 路 - 东四十条桥东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 号线 - 东四十条桥 B 口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书画室、乒乓球、音乐室、瑜伽室、亲
子室、科技室

东直门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是东城区政府投资建设的基层综合性公共文化体育活动场所，2017 年
开始与北京京演集团合作进行场地运营，开放时间为每周一到周六 8:30-20:30，法定节假日除外。

2019 年开始，东直门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在街道工委的指导下，以党建文化为引领，常年面向辖
区居民举办各类公益性文化体育活动。

中心总面积 1700 平方米，秉承一室多用原则，内设街道图书馆、多功能演出 / 报告厅、舞蹈排练室、
乒乓球室、瑜伽 / 曲艺室、乐器室、手工 / 书画室、亲子活动室、心里健康沙龙等活动室，根据基层群众
需求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各类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是东直门辖区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和百姓
才艺展示的重要舞台。

中心以“艺时光“为活动主题，通过打造以书香时光、漫舞时光、婉乐时光、丹青时光、动力时光和
荟艺时光为主线的“6T”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为辖区居民提供包括文化艺术培训、文化艺术交流、文化人
才发掘、文艺团队培养、文化成果展示、原创作品保护等在内的各类专业、便捷、高效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东直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少儿阅读空间东直门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图书室乒乓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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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门街道文体中心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大方家胡同 38 号， 2006 年建成，占地 1700 平
方米。主要设施为多功能室、棋牌室、电子阅览室、图书馆。本设施提供的品牌文化活动有合唱团音乐会；
青少年寒暑假活动。

朝阳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大门 书画室

信息化培训中心 阅览室

多功能厅 计算机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大方家胡同 3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65255828
公交到达方式：674 路 - 禄米苍、24 路 - 演乐胡同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6 号朝阳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1. 图书阅览室：免费提供图书外借、报刊阅览、自习、办证
       2. 共享工程室：免费提供网上浏览、查询
       3. 棋盘室：免费提供学棋、比赛
       4. 电教室 : 免费为社区提供电脑培训；
       5. 书法室：免费练字、授课
       6. 多功能厅（舞蹈排练室）：免费提供 10 个团队排练、举办各类免费公益讲座、活动、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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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郎家胡同 1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
联系电话：64065997
公交到达方式：104 路、108 路、124 路安定门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 号安定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厅、健身房、台球室、书画室、图书馆、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影院

安定门街道现有舞蹈队、腰鼓队、气功队、象棋队、合唱团、编织队、管乐队、书法班、茶艺班、评
剧团、京剧团等共 31 支文化团队，各团队人数少则六七人 , 多则六十人不等。郎家 11 号街道文体中心，
分司厅 17 号社区文化活动室、安内 24 号社区文化活动室，一年 365 天，几年如一日，利用活动室每天
对居民开放 ，上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下有幼儿园小学生孩童，整天快乐的在一起，团结和谐友善的场景。
社服中心能够最大限度在时间安排和利用上发挥文化活动室作用，尽可能满足团队的发展需要，像书画班 ,
茶艺班和舞蹈班有专门的教室，其他团队固定时间在活动室活动。多支团队在近年来的交流展示活动中，
屡获殊荣，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钟鼓楼之声合唱团曾多次在各项演出和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2015
年被北京文化局评为《北京市优秀群众文化单位》。在参加市宣传部、市社会工委、北京报业集团承办的
第二届“和谐社区艺术大赛合唱比赛”中获第二名《金燕奖》。在参加的北京合唱节等专项比赛中，先后
获得过：银奖、铜雀奖、优秀奖、优秀组织奖、最佳演唱奖、优秀团队等奖项和荣誉称号，与新加坡华侨
合唱团合作参加了“东洲杯”全球汉语歌唱大赛，取得优秀奖。安定门街道云之梦艺术团舞蹈《盛世中国》、
交北头条舞韵之魂艺术团《吉祥》在京津冀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展示大赛—亦庄开发区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和三等奖。

安定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多功能大厅

阅览室活动室入口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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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建立于 2008 年，建筑面积 1540.18 平方米，设有图书馆、舞蹈培训室、音
乐教室、书画教室、电子阅览室、多功能厅等，配置有阅览电脑 10 台、藏书 15000 余册。主要服务项目有：
报刊阅读、图书借阅、音乐排练、舞蹈排练等。建立了一支包含：舞蹈、合唱、曲艺、书画等多方面的文
艺队伍——“崇外街道艺术团”。多次举办元宵灯会、群众文化演出季、春节系列文化项目等文化活动。

崇外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新怡家园甲 3 号——新怡商务楼 B 座二、三层
开放时间：每天 9:00-12:00；12:30-17:30；18:00-21:00。
联系电话：67086008
公交到达方式：12 路花市路口北站下车；39 路、43 路、128 路、525 路、599 路、684 路、特 7 路花市路口
南站下车；8 路、12 路、525 路羊市口站下车；8 路、9 路、20 路、41 路、60 路、103 路、104 路、110 路、
599 路、622 路、特 2 路崇文门西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2/5 号线地铁 - 崇文门站 H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报刊阅览、电子阅览、培训教室、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室、合唱教室、书画教室。

外立面 图书室

电子阅览室益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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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土儿胡同 10 号楼社区服务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1:30、14:00-21:00
联系电话：64072968
公交到达方式：104 路、108 路、612 路、特 11 路、113 路交道口南站 107 路、635 路交道口东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5 号北新桥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体育活动室、电子阅览室

交道口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位于交道口南大街交东小区土儿胡同 10 号楼内，建筑面积为 1700 平方米，
活动面积近 600 平方米，可同时容纳 100 人左右活动。包括“一馆四室一中心”，基本功能室齐全。工
作日开放时间为早 9:00 至晚 17:30，周六日为早 9:00 至晚 16:00。

1. 图书馆。包括图书借阅室、电子阅览室，约 120 平方米，馆内共有书籍约一万余册，订阅报刊、
杂志 30 余种，与市、区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图书借阅室、电子阅览室共有阅览坐席 30 个左右。图书
馆利用自身的公共文化资源服务手段，向社区居民推荐好书、新书及所需图书。电子阅览室接入互联网，
为地区居民提供网上阅览、咨询、培训、服务为一体的数字信息服务，能够充分、合理利用国家、市级、
区级共享文化信息资源。

2.多功能活动厅。包括文化活动室、舞蹈健身室，面积约250平方米，装配有专业的音响设备、演出道具，
可举办小型演出活动、游艺娱乐、展览宣传等文化活动。

3. 培训教室。面积达 150 平方米左右，配有音响设备间，包括专业的音响设备、投影机与幕布、会
议桌椅及演讲台，能容纳约 80 人参与学习。圆桌会议室，约 50 平方米，特为举办圆桌会议准备，可开
展小型会议、座谈、调研等活动。

4. 体育活动中心。面积 150 平方米，内部配备体育设施，如乒乓球台、发球机、跑步机、健身器等，
方便居民进行体育锻炼。临近中心的室外小区“荷园”广场，可以作为临时户外活动场地，设有公共健身器械。

以上设施都无偿向社区居民开放，丰富社区居民文化体育生活。

交道口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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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位于东城区夕照寺街 16 号院华城五号写字楼，建筑面积 1969.15 平方米，
该写字楼于 2004 年建成。中心主要功能是为辖区内居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包括舞蹈、
声乐、器乐排练、书法、绘画、讲座、培训以及各类演出等等。目前街道共有街道级文艺团队 8 支；社群
文艺团队 77 支，涉及的文艺类别丰富多彩。中心在挖掘人才、培养队伍的同时，持续开展地区特色活动“夏
日文化广场——社区文艺展演”，主要是围绕热爱共产党，歌颂美好生活为主题，结合街道“5H”公共
文化服务模式，搭建群众文化交流平台，与居民群众共享公共文化成果。

龙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夕照寺街 16 号华城五号写字楼 5、6 层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日 9:00-21:00
联系电话：67114209
公交到达方式：12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广渠门内站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室、电教室、书画室、乒乓球室、健身室

中心门口 数字图书馆

歌舞排练厅 书画室

多功能演艺厅多媒体电教室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手册

18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朝阳门北小街 14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0:30
联系电话：010-64020790
公交到达方式：24 路、674 路、109 路、112 路、58 路、110 路朝内小街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5 号、6 号线地铁 - 东四站 B 口出、2 号线 6 号线朝阳门站西北口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

 东四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总面积 4759 平方米，是周边居民文体活动的重要场所。场馆自 2005 年 9
月 29 日投入使用。馆内有固定活动团队 14 支，分别开展合唱、舞蹈、京剧、评剧、黄梅戏、瑜伽、太
极等各类活动。中心内设有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场馆，并可为各类比赛提供标准使用场地。中心的图
书馆藏书 2 万余册，各类期刊 50 多种，与北京市首都图书馆、东城区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
每周场馆还会为居民免费播放两场公益电影。

东四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大门

图书馆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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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新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海运仓小区南颂年胡同 3 号，建筑面积 4350 平方米，于 2001 年建
成。文化中心分为地上四层和地下一层，内设街道图书馆、舞蹈排练室、戏剧曲艺排练室、合唱排练室、
体能测试中心、社区电影院、文化展览室、多功能厅等服务设施。专兼职工作人员共计 15 人，服务文化
团队超过 30 支。

北新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海运仓小区南颂年 3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
联系电话：84073191
公交到达方式：海运仓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 号东四十条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健身房、文化坊（展览室）、图书馆、辅导培训室、排练室、社区电影院、乒乓球室

舞蹈室图书馆

戏剧室文化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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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建立于 2005 年，全年 365 天免费对外开放，楼内主要设有舞蹈排练厅、
多功能厅、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教室等，满足地区居民基本文娱活动，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全年免费放
映公益电影 50 场以上，在此活动的文化团队有十余支，每年排练新的演出节目，在各项街道文艺活动中
为地区百姓带来全新的节目。

景山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黄化门街 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84017235
公交到达方式：60 路、82 路东黄城根街北口；111 地安门路；13 路、42 路、60 路、118 路、612 路锣鼓巷
地铁到达方式：6、8 号线南锣鼓巷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电子阅览

景山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图书室

小型会议室 多功能厅

阅读空间 排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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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街道文体活动中心是天坛街道工委、办事处按照东城区建设“首都文化中心区，世界城市窗口区”
的定位，以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战略为目标，全力打造的集文化传播、文化培训、文化创作等多种
功能为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公益平台。

中心建筑面积 1117.6 平方米，于 2011 年 5 月正式启用，内部设有健身房、综合活动室、青少年活
动室、舞蹈排练厅、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博物馆等多个功能室，是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和百姓才艺
展示的舞台。

中心现有街道级业余文化团队 15 支，涵盖：舞蹈、合唱、民乐、西乐、京剧、书画等多种门类。其
中金歌合唱团、金秋艺术团、祈祥剧社、红歌民乐等在各级各类比赛中屡获殊荣，金歌合唱团被评为北京
市优秀群众文化团队 ,“金鱼池社区文化汇演”被北京市评为优秀群众品牌文化活动。

中心注重发挥文化志愿者队伍的辐射作用，以此带动辖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近年来，组织文
化志愿者创作了声乐套曲《天坛组歌》、京剧唱段《再唱龙须沟》、歌曲《美丽的志愿者》等优秀作品，
并搬上舞台，深受居民群众的喜爱。201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70 华诞，落实习总书记对文化工作的指示精神，
精心创作了音乐组曲《再一次启航》，展示了天坛街道“守初心 担使命”的精神和新时代辖区的文蕴风华，
并在世博会的舞台上进行了专场演出。

天坛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永定门东街中里 7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9:00 ( 法定节假日除外 )
联系电话：67023212
公交到达方式：36 路永定门东街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声乐排练、京剧票房、书画、图书借阅、报刊阅览、电子阅览等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手册

22

和平里社区位于和平里六区 7 号，2000 年建成，占地面积 170 平方米。服务于辖区内社区的居民，
设施有各种会议和活动、唱歌、跳舞、太极，本设施提供的品牌文化合唱、舞蹈。

和平里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民旺南胡同甲 1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30、图书馆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84132927
公交到达方式：684 路、116 路、13 路、674 路公交和平里南口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2、5 号线雍和宫雍和宫地铁站 C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有图书阅览室、多功能厅、电子阅览室、书画室。各个功能室相关硬件设施基本完善，音响、
液晶电视等多种文化娱乐设备齐全。主要活动有：报刊阅读、图书借阅、舞蹈排练等，是集教育、培训、交流、
学习的小型文化综合体。

和平里六区 7号楼居委会

和平里社区服务站五区4号楼西侧二层活动室

和平里五区4号楼西侧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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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门街道社区服务中心隶属于东华门街道办事处，成立于2005年4月26日，位于东华门大街62号，
西面毗邻气势宏伟的故宫博物院、南面毗邻优雅稳重的普渡寺，建筑面积为 1147 平方米。

社区服务中心拥有匠心独具的场地格局，中心内部设有多功能培训教室、会议室、排练厅、琴房，集
文化、体育、教育、娱乐为一体。辖区内还设有街道图书馆。

社区服务中心搭建公共文化服务的交流平台。针对辖区单位和居民群众的不同文化需求，提供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教育学习娱乐健身等活动，不断满足辖区居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社区服务中心提供体贴周到的组织服务，牢固树立以“服务群众”为根、以“满意群众”为本的服务
理念，为东华门地区社会单位、社区居民、少年儿童提供文化、教育、娱乐等优质的服务。发挥好社区文化、
社区体育、社区教育综合性服务场所的作用。

东华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东华门大街 6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0:00
联系电话：62562513
公交到达方式：60 路锡拉胡同站下车；2 路、82 路东华门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1 号线地铁 - 天安门东站东北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电子阅览室

琴房

文体中心

小排练厅

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