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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第一图书馆

地址：西城区后广平胡同 26 号
开放时间：外借部、少儿阅览室、报刊阅览室、多媒体网络中心
     周一：14:00-20:30 周二至周四：9:00-20:30 周五至周日：9:00-17:30
     自习室  周一：14:00-22:30 周二至周四：9:00-22:30 周五至周日：9:00-17:30
     德语信息与德语自学中心
     周二至周四：14:00-20:30 周五至周日：9:00-17:30  （每周一休息）  
     旅游资料室 周二至周四：9:00-17:00 周五至周日：9:00-17:30  （每周一休息）
     中—瑞可持续发展信息中心、视障人阅览室、参考资料室、音乐资料室
     周二至周四：9:00-17:00 周五、周六：9:00-17:30  （每周一、日休息）             
联系电话：66561158/59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107 路、118 路、701 里－车公庄东站  公交 105 路、111 路、7 路－西直门内站  44 路、
387 路、特 12 路、21 路、618 路－西直门南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 号线、6 号线－车公庄站     4 号线－新街口站 
免费服务项目：1. 空间设施场地：自习室、中—瑞可持续发展信息中心、视障人阅览室、德语信息与德语自学中
        心、报刊阅览室、参考资料室、多媒体网络中心、音乐资料室、旅游资料室、少儿阅览室、外
        借部等各类阅览室，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免费开放；
       2. 文献资源借阅：免费提供报刊阅览、普通类图书外借阅览、网上浏览、数字资源阅览；
       3. 检索与咨询：免费提供文献检索查询、读者咨询，并为读者充分利用本馆资源提供各项指导；
       4.延伸性服务:举办各类免费公益性讲座、展览、阅读指导宣传活动，免费开展基层辅导，流动服务；
       5. 辅助性服务：馆内全面实行 RFID 技术，免费提供自助办证、验证纸、笔、老花镜、阅读放大器、
        饮用水等辅助性服务。

西城区第一图书馆位于西城区新街口街道后广平胡同 26 号，是一家公益性图书馆。1999 年新馆落
成开放，主要负责书刊资料和电子文献资源的整理和管理工作并为读者提供服务。一层至三层为读者服务
区，建筑格局为“全开架”管理，开放的空间使读者与图书零距离接触。馆内全面实行了 RFID 技术，读
者可自助办证、借还图书。图书馆常年为读者开展“外交官带你看世界”、“名人之后话名人”、“阅读
体验行”、“生态环保课堂”等特色品牌活动。

外借部第一图书馆正面

参考资料室  中瑞可持续发展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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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 147 号西城文化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22:00
联系电话：010-62264188
公交到达方式：508 路东教场胡同；111 路、105 路、7 路、508 路新开胡同
地铁到达方式：四号线地铁新街口站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缤纷小剧场（演出） 缤纷展厅（展览）
       二层：缤纷剧场（演出）
       五层：舞蹈排练厅、功能厅室、教室（培训、辅导）
       十层：打击乐教室（辅导、排练）
       十一层：戏曲排练厅（辅导、排练）

北京市西城区第一文化馆坐落于西城文化中心大楼内，该大楼于 2007 年建成，馆舍建筑面积 12488
平方米。北京西城区第一文化馆是西城区政府设立的公益文化事业单位，为辖区乃至北京市的广大市民提
供公益演出、公益展览、公益培训、公益讲座、公益辅导、公益电影等文化活动，西城区第一文化馆下有
京剧团队、曲艺团队、评剧团队、越剧团队、舞蹈团队、PVPC 青少年合唱团、缤纷鼓风青少年打击乐
团、轻松戏剧社等 11 个馆办团队。西城区第一文馆自 2010 年起每年推出一部原创剧，2017 年开始与
PAS·中国每年联合举办一次“PAS·中国国际打击乐艺术节”。公益培训受众人群广泛，有针对老年
人和青少年的“欢聚艺堂”艺术培训、有针对上班族的“周末课堂”；公益演出有节假日推出的“看大戏
到西城”、每月都有“音乐汇”演出；公益电影隔周播放一次；公益展览全年无休；公益讲座隔周开讲一次。 

二层剧场培训教室

小剧场 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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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第二文化馆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福长街四条 2 号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电话：010-63580075
公交到达方式：15 路福长街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8 号线 －天桥站 D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 多功能厅（教育培训、辅导、艺术沙龙）
       三层舞蹈排练教室、钢琴教室、书画教室、天桥艺术 + 宣南俱乐部

西城区第二文化馆于 2016 年 10 月起至今租用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三层、四层作为文化馆办公及活
动用房，位于西城区福长街四条 2 号。设有：小剧场、多功能厅、综合排练厅、琴房、美术教室总使用面
积 814 平方米 , 群众文化活动用房使用面积占总使用面积的 54%。

我馆面向社会各类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多个群体。常年开设音乐、舞蹈、戏曲、书画、摄影、
艺术沙龙，小型（120 以内）演出、培训等。本馆馆办团队 10 支，包括舞蹈、合唱、管乐、模特、朗诵、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曲艺。文化馆坚持免费开放，开馆时间为每天 9:00—17:00，无休息日。

多功能厅

艺空间艺空间

琴房

美术教室

综合排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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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第二图书馆

西城第二图书馆成立于 1956 年，是西城区人民政府兴办的综合性公共图书馆，具备文献信息资源收
集、整理、存储、传播、研究和服务等多种功能。馆内设外借部、报刊阅览部、资料阅览部、少儿部、采编部、
电子阅览部、宣传辅导部、自习室等业务部室，并于 2019 年 4 月成立 24 小时城市自助书房，同时启动
自助借还服务的还有牛街、广内、广外和白纸坊等 4 家街道级分馆，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文献借阅
服务。本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为宗旨，免费向社会开放。全年 365 天开馆，每周开馆时间 64 小
时。每年举办红领巾读书读报、少儿读者俱乐部阵地阅读活动，举办以爱国主义教育和“宣南文化”主题
的讲座报告会活动，举办春节读者有奖猜谜、法源寺丁香诗会及全国文化资源共享工程推广和“夕阳共享
人人乐”计算机培训等各类专题文化活动。

地址：西城区教子胡同 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8:00 周六日及节假日 8:30 至 18:00
联系电话：83550826
公交到达方式：5 路、6 路、48 路、57 路、381 路、109 路在菜市口西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菜市口站 D（西南）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本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为宗旨，免费向社会开放。馆内设外借部、报刊阅览部、资料阅览部、
少儿部、采编部、电子阅览部、宣传辅导部、自习室等业务部室，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文献借阅服务。

资料室外景

自习室报刊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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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是现代化大型公共文化设施。1998 年 5 月 30 日正式向社会开放，
面向全市 18 岁以下青少年儿童开放，是目前北京市规模最大，设施设备最先进、北京唯一独立建制的青
少年儿童图书馆。特有的品牌项目：“红领巾读书活动”“青青草文学社”“纸戏剧活动”“西少 FM 之声”“泡
脑子英语活动”“亲子故事会”“我和我的祖国：每月一歌”“摄影俱乐部”等多种形式的读书活动。

儿童活动室

综合阅览室

青青草文学社

外立面照片

地址：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 69 号
开放时间：周六日、寒暑假期间：9:00-17:00 周一至周五：11:30-18:00
联系电话：62269708
公交到达方式：105 路、111 路新街口西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新街口站 B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地下一层 集体外借库
       一层 低幼阅览室 儿童活动室 少儿智慧空间 办证处
       二层 综合阅览室 报刊阅览室 科普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 西城区政府信息查询中心
       三层 电影厅（1） 电影厅（2） 青青草文学社
       四层 多功能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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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内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西城区下斜街 1 号三晋宾馆院内东楼 2 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21:00
联系电话：010-83156131
公交到达方式：10 路、38 路、88 路槐柏树街东口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 号线长椿街站 C 口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展览

北京最美社区书店

2017 最北京十佳书店

2017 年度最具影响力书店

2016-2017 西城区特色空间书店

广内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公共图书馆）座落于西城区下斜街一号院东二楼，是全国首个公共图书馆改
造运营的社区阅读品牌项目，主打特色是社区阅读，藏书近三万多册，内设公共借阅，图书阅览，试听空间，
儿童空间，咖啡空间，提供图书借阅等综合阅读服务。周边交通便利，停车方便，距离宣武地铁站，长椿
街地铁站都很近。店内有 70 平方米的儿童阅读空间，用来给孩子们讲故事、阅读分享，空间成人阅读区
达到 200 平方米，复古风格的摆设，特色的文创产品，营造出温馨的阅读环境。 

家庭爱读书，社区有书香；社区有书香，街道有文化；街道有文化，城市有书香，广内街道公共图书
馆为社区居民做一个精神后花园，为社区点亮书香之灯，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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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口街道文化活动中心 2009 年迁入现址，共计 3000 余平方米，以满足中心现有团队学习、培训、
训练和展示的需求。在这个文艺大家庭中，汇聚着时装、合唱、舞蹈、民乐、曲艺、书画、摄影等 30 余
支文化团队，多达 1000 余人定期前来参加活动。在中心的大力推动、规范管理和群众的热情参与下，草
根文化的自娱自乐渐成规模，发展成立了“北京新街口社区艺术团”。同时，活动中心致力于搭建多样化
的教学与交流平台，得到广大居民学员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公益性教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不仅满足了社区
居民渴望学习新技能、全面提升自我的要求，而且通过共参与、互帮学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文化活
动中心还承担两个街道级公共图书馆的日常运营工作，藏书近 6 万余册，期刊百余种，年均接待 60000
余人次以上。

新街口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西直门内大街 235 号 / 宫门口三条乙 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除法定节假日）9:00-11:30      13:30-17:30   18:30-21:00
联系电话：82203380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7 路、105 路、111 路新开胡同站 /44 路、特 12 路、102 路、103 路阜成门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四号线新街口站，地铁二号线西直门站 / 地铁二号线阜城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电脑教室、多功能室、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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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刹海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刘海胡同 1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30
联系电话：010-66155676
公交到达方式：107 路、111 路、68 路、38 路厂桥路口东下；55 路刘海胡同下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6 号线北海北站 A 口下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合唱排练、多功能厅、图书阅览

什刹海街道文化中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刘海胡同 11 号，承担着为辖区居民、单位提供各类文化服务
的职能。

这里环境优美、硬件设施齐全、服务功能完善。一座建设面积 2000 平方米的仿古式四合院建筑与什
刹海古都风貌相映成趣。内设音乐教室、电脑教室、体操房、图书馆等 17 个功能室，为辖区居民和社会团体，
提供教育培训、体育健身、文化娱乐、会议参观等多种服务。目标是：打造具有什刹海特色的文化服务体系，
使这里成为居民身边放松娱乐的场所、学习提高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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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里市民中心            
光源里市民中心于 2012 年 9 月建立，位于白纸坊东街 31 号楼 3 层，使用面积 919 平方米，包括多

功能厅、形体训练室、大教室、社区青年汇、党群活动室是面向街道居民全公益性的活动中心，在群众文
化生活，社区各方面工作等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截止到 2019 年 6 月，在市民中心活动的共有 30
支文化娱乐队伍，累计 3 万多人次，涉及合唱、京剧、秧歌、交谊舞、民族舞、器乐演奏等 20 多个项目；
每月电影公益放映 2 场；开展“非遗进社区”、“高雅艺术进社区”、“非遗文化周”活动；专家进社区
等讲座培训等；承接街道各职能部门会议、演出等活动；同时光源里市民中心也是社区青年汇所在地，定
期开展青年团员活动等。

白纸坊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31 号院内市民中心三层（光源里市民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00
联系电话：83512295
公交到达方式：83 路、40 路、59 路自新路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线陶然亭站 A 口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形体训练室、大教室、社区青年汇、党群活动室

市民中心大门口 党群活动室

形体训练室 市民中心大教室

市民中心大教室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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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书阁信息介绍
2017 年 7 月，白纸坊街道在社区图书室基础上升级改造，打造了地区文化新地标“坊间书阁”。

坊间书阁共有四个特色阅览空间，分别是联合读者卡通借通还的外借室、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电子阅
览室、生动活泼的少儿阅读室、童趣亲和的亲子阅读室。配有“午后休闲吧”和“水吧”两个辅助功能区，
全馆提供免费 wifi，受到各个年龄层读者的青睐。

坊间书阁定期开展特色阅读活动，邀请文化名人与读者共读经典；邀请书法家、手工艺传承人带领读
者传承文化精髓；各类培训课程则分别满足了老年读者群和青年读者群的不同需求。

2018 年白纸坊街道坊间书阁被评为“北京市十佳阅读空间”，是西城区唯一一家入选的图书馆。

白纸坊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 16 号（坊间书阁）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8:30-18:00 外借室周一至周日 8:30-18:00
联系电话：010-63569502
公交到达方式：53 路、133 路 - 白广路站、19 路、40 路 - 枣林前街站
地铁到达方式：7 号线地铁 - 广安门内 C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外借、图书阅览、报刊阅览、多功能厅、免费无线网、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读报机、数字
图书阅读器、电子阅读本、免费冷热直饮水、青少年阅览室、亲子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

亲子阅览室

借阅室

少儿阅览室

阳光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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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内西街市民中心设施简介
右内西街市民中心于 2016 年 8 月建立，位于右安门内西街 1 号院 3 号楼地下室，总面积为 860 平

方米。主要承载着市民学校、市民健身、社区社会组织孵化等功能。社区教育学校全年开办常规课程 22 类，
每学期参学学员为 6000 余人次。中心设有健身房，定期开办健康教育大讲堂，向地区居民大力倡导绿色
健康的生活方式。街道与睦友社会工作事务所合作，成立了社区社会组织孵化中心，积极挖掘、培育、扶持、
发展 19 个社区有发展潜力的社会组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进一步优化为民服务项目，为社
区自治、社区治理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市民中心的建立，使市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有效的提升了地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
素质。

白纸坊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右安门内西街 1 号院 3 号楼地下室（右内西街市民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联系电话：83515375
公交到达方式：右安门内，途经公交：19 路、395 路、48 路、50 路、59 路、88 路，下车向南走 50 米后路口
向西走 3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室、健身房、合唱室、会议室、教室、烘焙室

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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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坊街道纸文化博物馆设施简介 
白纸坊地区有着深厚的“纸”文化积淀，街道基于发掘地区文化资源、彰显地区文化魅力的考虑，

2014 年与西城区民防局联手，利用疏解契机，将原樱桃园 8 号地下旅馆清退，打造成以“纸”为特色的
贯穿古今的街道纸文化博物馆。

白纸坊街道纸文化博物馆总面积 1431 平方米。博物馆依照白纸坊地区纸文化的发展历史共设置了十
个展区，集科普、教育、展览、活动于一身，包含文化宣传、科普体验、数字影院、电子阅览等多项功能，
从科学性、互动性、趣味性、实用性、安全性的角度出发，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与“纸”相关的科普知识，
营造出“知识系统严谨，兼具艺术特色”的宣教科学课堂。以“突出特色主题、展示创新形式、融入百姓
生活”为核心理念，提出了“四个结合”，即科普与地域文化结合、科学与艺术结合、数字与实体结合、
展品与活动结合，把提升居民的科学素养，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融入鲜活的现实之中，引发居民的求知
欲和自豪感，提升文化自信。

白纸坊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西城区樱桃二条 8 号院南门地下室（纸文化博物馆）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联系电话：83517789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19 路、40 路白纸坊下车樱桃三条往东走 50 米即到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绘画室、创客空间、电脑室、放映室、展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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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坊街道冰雪体验中心介绍
白纸坊街道冰雪体验中心于 2019 年落成，旨在宣传冬奥文化、冰雪健身项目，使人们领会冬奥会的

文化精神、项目内容、健身价值，带动群众体育冬季运动项目的开展，提前感受冰上项目的乐趣和魅力，
提高群众参与锻炼的意识，助力冬奥。

中心内设冬奥文化展示区、智慧滑雪区、儿童攀岩区、VR 冰雪体验区、冰蹴球体验区、非遗文化区（多
功能活动室）等几大区域。是一所集冬奥文化宣传、冬奥项目展示、冰雪项目体验为一体，文化和体育相
结合的冰雪体验场馆。

白纸坊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建功南里小区 3 号楼地下二层（冰雪体验中心）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9:00-21:00
联系电话：010-83405011
公交到达方式：395 路、83 路、423 路、122 路、10 路、56 路、351 路、381 路、410 路、456 路、5 路、49 路、
59 路、676 路
地铁到达方式：7 号线地铁 - 广安门内站下 
免费服务项目：冬奥文化展示区、智慧滑雪区、儿童攀岩区、VR 冰雪体验区、冰蹴球体验区、非遗文化区（多
功能活动室）

冬奥文化展示区 VR冰雪体验区

非遗文化区（多功能活动室） 冰蹴球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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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树街道百姓文化之家简介
椿树街道百姓文化之家坐落于西城区椿树街道内，占地约 1700 平方米。为了更好的丰富辖区居民的

业余生活，增加辖区居民的文娱活动空间，在百姓文化之家内设有“报刊杂志阅览区”、“缤纷小剧场”、
“舞蹈排练厅”、“京剧排练室”、“非遗展示区”、“电教室”、“科普园地”等活动区域。 

椿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小区 7 号楼甲 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法定节假日除外）9:00-11:30 13:30-17:30  18:30-21:00
联系电话：63100500
公交到达方式：102 路、105 路、109 路校场口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菜市口站 F 口
免费服务项目：微剧场、舞蹈排练室、书画室、电教室、京剧排练室、科普园地、体育健身室

椿树街道百姓文化之家外立面

小剧场

书画区党建室

电教室

舞蹈排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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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树街道林白水故居特色阅读空间
林白水故居（复建）现位于骡马市大街 9 号，原址为西城区棉花头条 1 号，属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林白水故居为两进四合院，坐北朝南。建筑面积 365.49 平方米。

街道合理利用闲置文物，将林白水故居打造成集公共图书馆和特色阅读空间为一体的综合载体（椿树
书苑）。2018 年 9 月，椿树书苑进入运营对外开放。书苑设有林白水展示馆、亲子阅读区、浏览室、图
书阅览室等，共有藏书约为 1.5 万册。

椿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骡马市大街 9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法定节假日除外）10:00-21:00
联系电话：63103642
公交到达方式：102 路、105 路、6 路果子巷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菜市口站 F 口、虎坊桥站 A 口
免费服务项目：提供报纸期刊浏览、图书借阅、阅读推广、欢影会、开展读书会、绘本、评书、观影会提供儿童
青少年、老年人多种文化活动

椿树书苑外立面

林白水博物馆

报刊阅览室

图书阅览区

儿童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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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坛街道文化中心组织市民学校中心校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图书借阅服务；承接数字电影放映服务；
组织实施地区文艺人才培训计划，为街道文体团队提供场地服务。如：“夕阳茶座”系列活动；“家庭园
艺推广、剪纸艺术”培训；书画展等。

月坛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西城区月坛南街甲 49 号 / 西城区月坛南街 53 号
开放时间：早 9:00- 晚 5:00
联系电话：51957346 / 51813763
公交到达方式：13 路、21 路、68 路二七剧场路北口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室、多功能教室、图书馆

图书馆月坛街道文化中心

教室 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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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文体活动中心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德外教场口街 9 号院戊 9 号房屋，中心现有声乐室、形体训练室、
器乐室、瑜伽厅、舞蹈排练室、多功能会议室、休息室、等各类功能室 7 间，总建筑面积 1780.17 余平方米，
是一座集文体娱乐、党员活动、教育培训、作品展览、团队活动为一体，覆盖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服务所需
的现代化、多功能的街道文体服务中心。

中心最多可以达到 150 人同时开展体育活动。开放时间为上午上午 9:00- 11:00，下午 1:30- 
16:30，法定节假日休息。

德胜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小区 7 号楼甲 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法定节假日除外）9:00-11:30 13:30-17:30 18:30-21:00
联系电话：63100500
公交到达方式：102 路、105 路、109 路校场口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菜市口站 F 口
免费服务项目：微剧场、舞蹈排练室、书画室、电教室、京剧排练室、科普园地、体育健身室

文体中心设施器材

文体中心设施器材文体中心设施器材

文体中心大门

文体中心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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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长安街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位于东斜街 53 号，总面积 1300 平方米，免费向公众开放，可同时承载
千余人活动。分东西两区，共有图书室、多功能厅、多媒体剧场、乒乓球室等活动室。设有言派艺术研究会、
非遗教学课程、国学讲座等品牌活动。这里也是街道品牌团队红墙艺术团的活动阵地。

这一平台的搭建传承和弘扬了“红墙文化”，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为地区单位和居民群众提供了优
质的文化需求服务。

西长安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西城区东斜街 53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6037808
公交到达方式：特 13 路、88 路、109 路、102 路、22 路、105 路缸瓦市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4 号线地铁 - 灵境胡同站 C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电影放映室、舞蹈室、乒乓球室

西长安街街道文化活动正门 舞蹈室

图书馆 乒乓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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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社区文体健身中心成立于 1988 年，活动面积 2750 平方米。其中包括文化活动中
心和体育健身活动中心。文化活动中心设有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市民中心校电脑大课堂；体育健身
活动中心设有数字电影放映厅、健身器械厅、乒乓球台、舞蹈排练厅。

展览路街道社区文化中心连续举办青少年寒暑假活动、“和谐杯”乒乓球赛、社区新春联欢会、“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等优秀文化活动，受众人群广，群众参与度高，活动内容丰富，每年惠及居民万人次，
能较好地满足辖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需求。

展览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3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早 7:00- 晚 8:00
联系电话：63103642
公交到达方式：乘坐 15 路、19 路、26 路、45 路、65 路、94 路、118 路、 693 路、701 路、107 电、特 19 路、
特 4 路到二里沟东口下车，步行至车公庄大街与展览馆路交汇口西北角，地铁后面（北侧）即到。
地铁到达方式：乘地铁 6 号线到车公庄西站，A 口出，A 口北侧 5 米，即 A 口背面。
免费服务项目：数字电影放映厅、健身器械厅、乒乓球台、舞蹈排练厅

数字电影放映厅图书馆

电子阅览室乒乓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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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太平桥大街 107 号地下二层，隶属于金融街街道办事处市民服务中心，占地面
积 1700 平方米，于 2008 年 12 月开始为社区居民开办公益性文化活动。本中心依托 6 室 1 馆 1 厅（即
多媒体室、琴棋书画室、形体室、古筝室、钢琴室、体育活动室、图书馆、多功能厅），为辖区居民免费
开设了电脑、古筝、模特、书法、国画、手工编织、钢琴、英语、交谊舞、朗诵、声乐、太极拳、拉丁等
20 余个培训班。

文化活动中心拥有 17 名义工老师，分别担任电脑、古筝、国画、书法、钢琴、手工编织等 20 余项
课程的主讲老师。为此，工作人员不断强化服务理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创新服务项目；热心、耐
心服务于辖区居民。

金融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太平桥大街 107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7:30
联系电话：66219781
公交到达方式：7 路、38 路、47 路－辟才胡同站、68 路 - 辟才胡同西口
地铁到达方式：1 号线地铁 - 复兴门站 B 口出、4 号线地铁灵境胡同站 D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琴棋书画室、舞蹈教室、乐器教室、多功能厅、多媒体教室、体育活动室

钢琴室

图书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大门

体育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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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栅栏街道文体活动中心位于延寿街 49 号，是大栅栏街道 2012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呈 T 型的
三层建筑，建筑面积达 660 余平方米，文体活动中心现设有一房三室一厅，即：舞蹈房、培训室、综艺室、
乒乓球室以及多功能厅，以“品悦文化学堂”为平台，举办传统民俗节日活动、大众读书活动、品悦文化
学堂课程及成果展示，文艺团队睿邻雅趣模特队、朗诵队、宏玲空竹队、延寿柔力球队等加大鼓励和支持
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开展，睿邻雅趣艺术沙龙团队参加每年区图书馆举办的丁香诗会活动，安澜营舞蹈队
参加 2019 西城区市民艺术节舞蹈比赛获得二等奖、( 截止到 7 月 20 日 ) 累计 120 次，共计服务居民约
23088 人次； 

大栅栏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延寿街 49 号（文体活动中心）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电话：010-63035981
公交到达方式：5 路、48 路、 66 路、201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 号线 - 和平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培训室、舞蹈房、乒乓球室

冰蹴球场地 兵乓球室

多功能厅 舞蹈房

文体活动中心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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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民书屋简介
大栅栏益民书屋分别位于石头胡同 9 号，使用面积近 1040 平方米，分为图书、报刊杂志、阅览三个

区域。图书区藏书总量可达 15000 册；报刊杂志区可容纳期刊杂志百余种、报纸几十种；阅览区设有 30
个阅览坐席。益民书屋还设立了儿童图书架，有字典、词典、文言文、古诗词、童话等各种孩子们喜欢的
图书供孩子们挑选阅读。

常年开办图书馆中老年人电脑培训学习班，提升读者的电脑操作水平，缩小平房区读者的数字鸿沟。
已在馆内举办三届世界读书日活动，周一至周日全天对读者免费开放，益民书屋每天接待阅读者 70 余人次，
有退休的老年人、需要充电的青年人、有放学后的学生来查找学习资料，在这安静的书屋内边写作业边看
书，改善了平房区孩子学习环境，解决放学没有去处的难题。 

大栅栏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石头胡同 9 号（益民书屋）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电话：010-8989-817
公交到达方式：102 路、105 路、14 路、15 路、23 路、34 路、66 路、70 路、7 路虎坊桥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虎坊桥站 B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多媒体阅览室、书籍阅览区、自助交换平台区、藏书区

藏书区

自助交换平台 电子图书

多媒体室阅览区

电子读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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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栅栏街道民俗图书馆简介：
大栅栏街道民俗图书馆位于前门西河沿 228 号，使用面积 120 平方米，是我街道的第二个全市联网

的街道级图书馆 , 分为图书、报刊杂志、阅览三个区域。图书区藏书总量可达 15000 册；报刊杂志区可
容纳期刊杂志百余种、报纸几十种；阅览区设有 30 个阅览坐席。

常年开办图书馆内有茶香相约周二读书会等活动，在元宵节、端午节等节日定期开展传统民俗节日体
验活动，2017 年开始推出精品读书会，邀请名人名家来馆内开展阅读交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大栅栏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西河沿 228 号（民俗图书馆）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电话：010-63027910
公交到达方式：7 路、15 路、14 路、70 路、66 路、22 路、特 4 路、特 7 路、67 路、9 路、44 路、673 路、
特 2 路、332 路、48 路、5 路、23 路、34 路、57 路、105 路、6 路、603 路、102 路、特 5 路、901 路直达
快车、901 路快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 号线 - 前门西南口 B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藏书区、书籍阅览区、电脑区

展示区藏书区

报刊区 读报区

民俗图书馆阅览区 展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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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小区北里 3 号楼地下空间有 900 多平方米，原来是隔成 3- 4 平方米一间的小房间挤进 600 多户，
2014 年开始进行出租房屋腾退，街道经多方的沟通和努力，后来就成功的将这里建设成了“天桥街道社
会治理创新空间”。按照西城区推进全国社会治理和创新服务的要求，空间本着搭建四级治理参与载体，
增强居民自我服务与管理能力的理念，构建街道社会化参与统筹平台（街道科室）、社会化力量专业支持
（4 家专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基础平台（8 个社区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微公益平台（123
家社区社会组织），形成建立多元治理实体平台为核心、科学规划空间为根本、助力社区治理和服务为载
体的“孵化器”。

创新空间由四个主题空间构成，分别是百姓读书、老人休闲、儿童创玩和众创发展。同时在这里发
挥居民需求信息采集、志愿工作服务提供、社会组织活动服务、民俗文化活态互动、多元参与议事协商
的功能。（这里就是对墙上的文字做简单的介绍）这四个空间引进了 4 家社会组织，睦邻社工事务所是
负责空间的整体运营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常青藤主要服务于一老一小，毛众文化工作室是本土
培育的社会组织，负责各类民俗文化服务，还有西城区第二图书馆，为这里提供了大量的图书和居民学
习课程。他们承接了这 5 个社会建设项目，都是通过项目购买的方式来引进组织在这里提供专业的项目
服务。 

天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天桥北里 3 号楼地下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63132552
公交到达方式：35 路、6 路、7 路、15 路、59 路、106 路等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8 号线天桥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天桥街道社会治理创新空间 舞蹈课
    天桥街道社区会理创新空间乐融家园项目——协商
议事工作坊

创新空间书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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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广外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前身是广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和广外街道社会事务保障所。自 2018 年成立以

来，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形成了良好的“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社区文化氛围。2001 年响应上级指示，广外街道率先成立了社会保障事务所，并与社区服
务中心实行“一体化”运作的管理模式，2001 年广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成立公益性就业组织、2002 年
实施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2003 年社区劳务派遣组织的设立，这些均赋予了广外街道市民服务中心新的
内涵，由此带来的服务群体的改变，使广外街道市民服务中心不仅承担着便民服务功能，而且承担着政务
服务职能，同时还承担着部分企业职能。使广外街道市民服务中心从规模到所承担的职责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广外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已成为集“保障与服务于一体、利民与便民于一身”
的综合服务实体。

二、主要工作职责及服务内容
广外街道市民服务中心承担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整合辖区服务资源、指导社区服务站相关工作，

在居委会配合下作好失业人员、低保人员、退休人员动态管理及其他特困群体的帮扶工作；开发社区就
业岗位，促进 4050 大龄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负责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及劳务派遣企业主要工作，确
保再就业资金的合理、合法运用；在办事处相关科室指导下，认真贯彻各项规章制度，落实上级下达的
各项任务指标；在劳动局、民政局、文化和旅游局等上级职能部门的业务领导下，广泛宣传政策，确保
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的贯彻执行等等。

服务内容包括：社区文化服务、再就业服务、家政服务、96159 社区热线、法律援助、健身体育服务、
便民服务、物业管理、社区服务网点、图书阅览、敬老院、爱心家园工作、社区书画协会、老年协会、公
共服务协会、志愿者协会工作等等。广外街道市民服务中心正以其优质的服务成为弘扬地区精神文明建设
的主要窗口；成为赢得群众支持和信任的重要阵地；成为为广大居民提供服务的龙头。它以求真务实、开
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推动社区服务工作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不断发展，为构建和谐社区做出应有的贡献。

广外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车站西街 2 号院 17 号楼二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53720164
公交到达方式：45 路、80 路小红庙北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达官营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多功能厅图书馆

书画室大楼外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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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位于粉房琉璃街 160- 7 号 1 层，自 2017 年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 , 活动
面积 250 平方米左右，设有接待区、休息区、会议区、排练厅等，为康乐、学习、交流、互助于一体的
综合性、多功能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中心。中心制度完善，专业管理，为辖区群众免费开放， 目前共有 13
支社会组织进行常态化活动，包含书法国画、舞蹈唱歌、京剧模特等。此外，各社区通过预约使用活动中
心开展培训、讲座、联欢会等。

陶然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粉房琉璃街 160-7 号 1 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日 09:00-12:00 13:30-17:00
联系电话：50820155
公交到达方式：53 路四平园，14 路、23 路、66 路、70 路、102 路虎坊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虎坊桥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厅、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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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街社区服务中心坐落在牛街东里一区 18 号楼，面积为 2900 平方米的四层楼，大楼从二层至四层
为社区服务中心使用，二层为办公区、三层是牛街街道图书馆、四层为多功能厅。

在文化服务方面，中心为牛街街道各社区、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场地支持、开展文化队伍小教员培训，
街道精品文化类社区社会组织包括牛街民族之韵舞蹈队、牛街民族之声合唱团、牛街民族之音京剧团、牛
街民族戏剧社、牛街健美操队、牛街民族书画院等。全年承接街道精品文化活动，包括丁香笔会、民族团
结杯舞蹈大赛、民族团结杯书画展等。街道图书馆已加入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联网成员馆管理系统，
馆内面积约 250 平方米；拥有各类藏书 1.6 万余册；阅览坐席 56 个，包含数字阅览室和青少年阅读室。

牛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牛街东里一区 18 号楼 4 楼牛街街道文化活动室
开放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9:00-11:30; 14:00-17:00
联系电话：83998556
公交到达方式：10 路、88 路、48 路，牛街站；5 路、6 路、57 路、109 路菜市口西站 ;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四号线菜市口站 D 口
免费服务项目：为牛街街道各社区、各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场地支持、开展文化队伍小教员培训，街道精品文化类
社区社会组织包括牛街民族之韵舞蹈队、牛街民族之声合唱团、牛街民族之音京剧团、牛街民族戏剧社、牛街健
美操队、牛街民族书画院等。全年承接街道精品文化活动，包括丁香笔会、民族团结杯舞蹈大赛、民族团结杯书
画展等。街道图书馆已加入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联网成员馆管理系统，馆内面积约 250 平方米；拥有
各类藏书 1.6 万余册；阅览坐席 56 个，包含数字阅览室和青少年阅读室。

四层多功能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