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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外小庄金台里 17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早 9 点至 21:00
联系电话：010-85993978 010-85991513（培训学校）
公交到达方式：619 路、640 路、95 路、671 路、101 路、115 路、118 路、112 路、快 2 路 小庄路口
地铁到达方式：10 号线金台夕照站 A 出口、6 号线、10 号线呼家楼站 C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百姓老物件展览、中外面具展、馆内馆藏展示。其他公益文艺活动、演出等可通过关注“朝阳区
文化馆”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预约参与。

朝阳区文化馆 1958 年始建，1992 年拆旧立新，新馆于 1996 年底落成，总面积 11000 平方米，拥
有主楼、配楼、文化广场及附属设施。主楼以演艺活动为主，包括剧场、影厅、展厅等，还可以看到老理
发馆、垂花门、美国军用吉普、挎斗摩托等文化气韵浓烈的老物件典藏；配楼以培训为主，30 余个教室，
涵盖书画、舞蹈、器乐、声乐等课程。全年免费向公众开放。

朝阳区文化馆创立文化品牌项目及活动 50 余项，年举办演出、展览、公益电影反映等公共文化活动
2000 余场次，免费开办基层文化辅导和专业讲座 500 余次，服务群众百余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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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小庄馆）

劲松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66 号院 3 号楼
开放时间：每天 9:00-19:00
联系电话：010-87754760
公交到达方式：23 路、312 路、348 路、54 路、669 路－双井桥东，28 路、402 路、300 路－双井桥南，专 10 路－
百环家园小区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0 号线双井站Ｄ出口
小庄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金台里 17 号
开放时间：每天 9:00-19:00
联系电话：010-85992780
公交到达方式：101 路、112 路、118 路、350 路、418 路－小庄路口东，619 路、640 路、95 路、9 路－小庄
路口北，快速公交 2 线、快速公交 2 线区间－小庄路口西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免费预约送达服务；读者证事物办理、文献阅览及书目查询、图书外借及通借通还（含街
区 24 小时自助图书外借及通借通还服务）、报刊阅览及过刊外借、政府公开信息查询、电子阅览、展览、朝阳
文化讲堂活动等免费开放项目。

朝阳区图书馆，国家一级图书馆，先后获得国家级军警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单位、全国精神文明
先进单位、全国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等荣誉近 30 项。该馆成立于 1958 年，目前“一馆两址”同时开放（劲
松馆、小庄馆），面积近 2 万平方米；藏书近 327 万册；年均接待读者不低于 150 万人次，流通图书不
少于 150 万册次，借阅服务效能在北京名列前茅。作为文旅部试点单位，2018 年 12 月完成法人治理结
构改革，组建朝阳区图书馆理事会，监事会、成立专家委员会和书香朝阳全民阅读发展智库，完成在全国
具有代表性、前瞻性的研究课题如《北京市朝阳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准入机制研究》，区域文化特色
出版物《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馆藏石刻拓片汇编》，国东贞石—朝阳区石刻拓片展等成果。构建“四网一体”
公共阅读服务体系，深度实施总分馆管理模式，实现 3+1 总分馆模式传统图书馆服务网络升级；打造“书
香朝阳”全民阅读活动特色品牌项目，年举办各种活动不少于 500 场；首家尝试并持续发展社会力量参
与公共图书馆运营项目，打造有温度、有质感、有主题的“朝阳城市书屋”。年底前将建成 30 家。城市
书屋也被中宣部列为创新案例。建成北京市首个阅读生活圈——三里屯阅读生活圈后，计划在年底前继续
打造 10 个特色阅读生活圈，朝阳特色“阅读之城”初具规模。 

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 二层书香记忆阅览区

朝阳区图书馆小庄馆 小庄馆一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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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 玫瑰之名·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地址：朝阳区大山子 798 艺术区 706 北一街 
开放时间：根据开展活动而定 ; 玫瑰图书馆：周二至周日 12:00 至 17:00
公交到达方式：401 路、402 路、403 路、418 路、852 路、983 路等多趟公交均可到达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4 号线至将台或望京南站换乘公交至大山子站即达

798“玫瑰之名”，是由市、区领导协调，于 2009 年根据朝阳区公共文化建设需求成立的。位于
798 艺术园区文化创意广场东侧，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为 798 仅存的原生态大开间老厂房。“玫瑰之名”
也是唯一一座由政府主导的艺术场馆。多年来举办各种大型活动以及各类群众性艺术展演等数百场，与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百位艺术家建立了业务联系，在文化艺术界创造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了意识
形态桥头堡作用。

2019 年，“玫瑰之名”转型为地区级文化中心，重新挂牌为朝阳区公共文化国际交流中心，突出朝
阳区国际化引领功能，发挥 798 国际艺术园区品牌作用，将“玫瑰之名”打造为一个独特艺术特色的地
区文化中心，有效搭建成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京津冀公共文化发展平台、文化扶贫平台，对朝阳区公共
文化建设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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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垡头地区文化中心

垡头地区文化中心总建筑面积 5516 平方米，分为地上六层、地下三层、外形酷似一颗黑色钻石。中
心不仅设有图书馆、电影院、民众教育学堂、为贫困儿童志愿捐书驿站等这些符合日常文化需求的设施，
还有针对年轻人开设的绿皮火车咖啡厅、黑钻剧场、垫头青年创意、多媒体数字空间、车库创造社等现代
文化空间。该中心的落成极大突出了地区带动作用，建立垡头、王四营、十八里店、黑庄户、南磨房、豆
各庄五乡一街及区域社会单位的文化联盟研究运行模式，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垡头西里 44 号
开放时间：早 9:30- 晚 19:30
联系电话：87151283
公交到达方式：348 路、457 路、637 路、677 路、垡头站下车向南 300 米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垡头出口向东 1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设有图书馆，馆内藏书3万余册，30 类报刊杂志阅览；3D电影院提供公益电影放映，民众教育学堂、
展厅、为贫困儿童志愿捐书驿站、书法工作室、美术工作室等日常服务项目；可容纳 300 人的黑钻剧场，配有
最先进的灯光音响设备，提供公益演出；老年活动室、舞蹈教室为周边业余团队提供排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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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

朝阳区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为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所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属于地区级文化中心。主
要设施有多维剧场、创意图书馆、培训教室、排练厅等。辐射范围包括：香河园街道、左家庄街道、三里
屯街道、和平街街道、安贞街道和太阳宫乡（简称五街一乡）。旨在满足周边百姓日常文化需求，提高本
地区文艺团队艺术水平。

地址：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南里 2 号
开放时间：创意图书馆：每天 9:30-17:30
     多维剧场：9:00-17:30（具体时间根据活动安排调整）
     舞蹈排练室：9:00-17:30（具体时间根据活动安排调整）
联系电话：64662380
公交到达方式：671 路－静安庄站、130 路－七圣南路站、18 路、596 路、515 路、966 路－国际展览中心站、
110 路－柳芳北街站
免费服务项目：创意图书馆：藏书超过 10 万册，其中以设计类和建筑类图书为主，创意图书馆除具有传统的图
书馆功能外，还将公益讲座等时尚元素融入其中。
多维剧场：打破传统剧场模式，采用可伸缩活动看台座椅和移动舞台。看台座椅 4 分钟即可完成一次伸缩，具
有高度的灵活性、安全性及高价值。富有创意的多功能转换概念，使得多维剧场的利用可视使用场合的不同，人
数的多少而任意改变，既囊括传统剧场的所有功能，又可根据实际需求实现展览、比赛，大型活动等多种功能。
舞蹈排练室：为周边居民及文艺团队提供排练场所。

创意图书馆

多维剧场

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正门

舞蹈排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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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西街 16 号蓝珏苑小区地下一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21:00
联系电话：64896359
公交到达方式：674 路、684 路、944 路、运通 201、125 路、464 路、18 路、409 路
地铁到达方式：5 号线地铁 - 惠新西街北口站 C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多媒体厅、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形体室、健身房、体感按摩室、图书阅览室、艺术馆、儿童科
普乐园

小关街道辖区面积 2.58 平方公里，辖区人口近 6 万，街道工委、办事处坚持“细、小、微、实”的
服务理念，以求适应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为提升居民的安全、文化、健康、和谐理念，提升社区居民
的文化生活品质和质量，街道结合小关地区实际，建设了小关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小关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位于惠新西街 16 号蓝珏苑小区地下一层，总建筑面积 2800 平方米。内设图
书馆与阅览室、多媒体教室（多功能厅）、乒乓球室、多媒体教室、健身房用于图书借阅、舞蹈排练、形
体瑜伽、讲座培训、电影放映、合唱训练、运动健身等各类文体活动，艺术展室用于居民群众创作作品的
展示交流阵地和平台。

儿童科普乐园

防震减灾体验室形体室

艺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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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利泽西园一区 107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64749673
公交到达方式：404 路、621 路、467 路，广顺桥南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4 号线－东湖渠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图书外借、报刊阅览、文化培 训室

东湖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位于东湖街道利泽西园一区 107 楼，服务面积达 1600 平方米，设有多功能
活动大厅、文化能人工作室、钢琴房、健身房、残疾人活动室、新时代文化培训工作坊、多功能舞蹈排练厅、
图书阅览室、子约 习悟房   四类人群读书活动室   儿童阅览室  党报党刊阅览专区、 党建文化长廊、党建
成就展等多种功能区，并设有机器人、朗读亭、电子读报机、免费网络等设施。以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为宗旨，
以“提高和普及并重”为原则，以“传播时代思想，弘扬传统文化，发展品牌文化，培养核心价值”为主线，
整合辖区资源，培养品牌团队，全面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全面开展，广泛开展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为社区居民、辖区企业搭建文化活动“梯级舞台”，营造群众满意、健康
文明的文化发展环境，不断开创地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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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泉家园底商裙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4917665
公交到达方式：108 路、124 路、425 路、484 路、538 路、594 路、695 路、751 路、专 40 路大屯东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5 号线安立路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大屯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位于金泉家园底商裙楼，楼体面积近 3000 平方米，设有乒乓球室、棋牌室、
多功能厅、学龄前儿童益智培训室、报刊电子阅览区、社区文化宣教室、音乐教室、舞蹈教室等。2015
年 5 月投入使用以来，街道结合文化服务中心受众群体的实际情况，科学确定免费开放和公益性开放的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场地、基本服务项目和内容以及开放时间，以及市场化运行的服务项目，并加大宣传力
度，吸引辖区广大居民走进文化服务中心享受公共文化服务，通过丰富百姓生活，活跃地区文化，以实际
行动引领社区居民共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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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营文体活动中心面积 1000 平方米，于 2012 年 9 月动工，2013 年 4 月竣工，2013 年 5 月投入使用。
文体活动中心位于三间房东路，内设十个功能室，分别为常文社、舞蹈排练室、合唱排练室、培训室、书
画室、巧娘工作室、民族文化展览室、常营地区流动美术馆、常营地区图书馆和电子阅览室。活动中心开
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早 8:30 至晚 17:30。地区舞蹈队与合唱队每周在文体活动中心排练。现已开展多个
特色品牌活动，包括“活力之春”体育健身节、常营地区群众文化节等。

常营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东路甲 9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30
联系电话：65481623
公交到达方式：517 路、583 路、675 路、911 路常营路口西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6 号黄渠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合唱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馆

常营文体活动中心

图书馆

舞蹈教室

综合活动室

合唱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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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河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孙河地区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孙河乡康营家园八区东侧，2013 年改造完成，占地面积 15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设有乒乓球大厅、舞蹈排练厅、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会议室、书画室、文化
能人工作室等，为居民提供免费开放服务。

多功能厅孙河地区文化活动中心

图书阅览室展览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孙河地区康营家园八区东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7:00-21:00
联系电话：84591157
公交到达方式：405 路、415 路、538 路、696 路、850 路、867 路、915 路、916 路、918 路、923 路、936 路、
942 路、980 路孙河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5 号线孙河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室、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乒乓球室

图书阅览室乒乓球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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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磨房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紫南家园小区 208 楼文化服务中心
开放时间：8:30-17:30
联系电话：87355403-207
公交到达方式：41 路、657 路、34 路等紫南家园站
地铁到达方式：7 号线 楼梓庄站 C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借阅、电子阅览、数字电影放映、讲座、合唱培训、舞蹈培训、书画培训、基
层辅导培训。

南磨房地区文化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1 年底，2008 年 4 月中心现办公楼正式落成。该楼坐落于地区
农民回迁小区，共三层，总面积 3352 平方米。

中心设有文艺活动、体育健身、教育培训、图书阅览四大类功能，具体包括：文艺活动室、舞蹈排练
房、书画教室、乒乓球室、健身房、体质监测室、羽毛球、数码影院（多功能厅）、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爱新觉罗·启元文化能人工作室（书画）、流动美术馆等文体活动功能室，开设了合唱、舞蹈、书画、戏曲、
健身操、太极等常年性培训， 被评为 2014- 2016 年度北京市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北京市首批体育特色乡。

地区图书馆

书画室 多功能室数码影院

儿童之家 体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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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机场街道市民活动中心是集文化、健身、图书阅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场所。因场地所限，
采取分散挂牌的形式，位于西平街甲 8 号及北平里 11 号北侧平房，分别建成于 2008 年、2013 年，总
建筑面积约 500 平方米。中心设置了教育培训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馆，免费为地区居民提供电影放映、
教育培训、舞蹈排练、报刊借阅、图书借阅、电子阅览等公共文化服务，培育品牌文艺团队４支，多次在
市区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近年来，中心利用北京朝阳森林演出季平台，整合地区优质文化资源，展现具
有国门特色的文艺演出。

首都机场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首都机场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首都机场西平街甲 8 号 3 层、5 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 至 17:30，夜间开放需提前预约
联系电话：64582391
公交到达方式：359 路天竺
免费服务项目：3 层电影放映、教育培训；5 层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健身

首都机场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首都机场北平里 11 号楼北侧平房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 至 17:30
联系电话：64584833
公交到达方式：850 路、850 路快机场道口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电子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

电影放映室图书馆

图书馆市民活动中心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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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位于望京街道 425 号楼（望京街道政务服务中心）内，总面积达 3800 平米 , 是一座集演出排练、
电影放映、图书阅览、展览展示、文化信息共享、文艺创作、文化技能培训、校外活动和学生自习于一体
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文化服务中心一层设有可容纳 150 人的多功能厅 和一个面积约 100 平米的舞蹈排练室。多功能厅内
设有舞台、灯光、音响等专业设施，供举办会议、培训、展览、展演、电影放映等大型活动。排练室用于
街道舞蹈队、合唱队、模特队等品牌队伍的日常活动与排练。

中心二层设有 3 个多媒体教室，2 个活动室，用于开展各种社区教育及文化培训，并定期开展社区大
讲堂等培训活动。

三层为街道图书馆，单独开放时间为每周一下午 14 点至 18 点，每周二至周日，早 9 点至晚 18 点。
 藏书超 1 万册，包括中文、英文、韩文等书籍。图书馆一角设有标准配置的公共电子阅览室，用于辖区居
民开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图书电子阅览及网上查阅资料等服务。图书馆内设有单独的公共阅览室，
设置坐席 20 个，供居民现场借阅图书报刊。此外图书馆专设亲子活动室，用于日常亲子活动的开展。

望京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望京街道图书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四区 425 号楼三层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 9:00-18:00；周一 14:00-18:00；假日最后一天开馆
联系电话：61847589
公交到达方式：1 路、593 路、404 路大西洋新城东门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4 号线阜通站、15 号线望京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阅览、报刊阅览、电子阅览、亲子活动室

望京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四区 425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 点 -17 点 30
联系电话：61847586
公交到达方式：593 路，404 路大西洋新城东门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4 号线阜通站，15 号线望京站；
免费服务项目：演出排练，公益电影放映，展览展示，公益培训

外景 内景

特色区域 内景 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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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碑店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高碑店地区文化中心面积 3000 平方米，自成立以来对本地区居民免费开放兵乓球室、舞蹈室、图书
馆、阅览室等设施。社会效益反馈良好，居民参与率高，每月各类文体活动参与人数达到千余人。地区依
托此平台形成了“金秋艺术节”、“传统民俗”等一系列特色品牌文化活动，得到了地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在大力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方面。打造成为了具有地区特色的多元化发展平台。

高碑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康家沟甲 30 号东侧
开放时间：9:00-17:00
联系电话：85749583
公交到达方式：363 路、397 路、468 路、475 路、506 路、517 路、553 路、666 路、夜 21 路、运通 121
线四惠东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1 号线地铁 - 四惠东站 B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

高碑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图书馆
地址：朝阳区康家园小区 1 号楼北侧
开放时间：9:00-17:00
联系电话：85750677
公交到达方式：112 路、115 路康家沟站
地铁到达方式：1 号线地铁 - 四惠东站 B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馆

高碑店文化中心多功能厅

高碑店地区图书馆高碑店地区图书馆

多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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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麦子店街道市民活动中心（综合文化中心）成立于 1998 年，于 2009 年完成改扩建工程，建筑面积
增至 2900 平方米。作为辖区社区服务窗口单位，现有活动教室十余间，包括舞蹈、书画、摄影、英语、
电脑、社区大讲堂、义务服务日等 30 余个常态化公益服务项目，年均服务社会单位、中外居民 23000 余人，
全年免费开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枣营北里社区 26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00
联系电话：010-65940637
公交到达方式：419 路、677 路、682 路枣营路北口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4 号线枣营站 A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 形体房、党员综合服务中心、电子阅览室、数字科普馆、安全教室
       二层 多功能厅、电影院、百姓书场、书画室、社区实体学校教室、美食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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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河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香河园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位于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光熙家园社区 2 号楼与 3 号楼之间下沉广场内，隶
属于香河园街道，占地面积约 2000 平方米，于 2008 年 10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服务中心开放时间为工
作日 9:00-12:00，13:30-17:30。

香河园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可提供党员、群众和社会团体开展政策宣传、电化教育、体育健身、图书阅
览、书友会分享、青少年活动等多项党群活动。

香河园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主要分为 3 个功能区域，其中，图书阅览区占地面积 175 平方米，现有图
书 15000 册，可供 40 人同时阅读。培训交流区占地面积约 67 平方米，现有桌椅 12 套，并配有投影设备，
可进行电影放映，也可供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讲党课，或者企业团体开会、培训等使用。文艺活动区占
地面积 660 平方米，配备有音响设备和小型舞台，可为社团、各类文体队伍提供文艺娱乐活动场地。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光熙家园社区 2 号楼和 3 号楼之间下沉光场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 至 21:00
联系电话：59033722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车 596 路、499 路、130 路光熙门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3 号线光熙门站光熙家园小区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 舞蹈排练厅、科普厅、音乐厅、 多功能厅、教育培训厅
       二层街道图书馆

街道文化中心外观标识 排练厅

儿童阅览区 街道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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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贞文化服务中心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正式投入使用，总面积 2000 余平方米。中心原为社区居委
会和街道“温馨家园”用房，2017 年街道抓住“疏解整治促 提升”契机，将其改造为文化服务中心。

安贞文化服务中心是集文化馆、24 小时图书馆、美术馆、简史馆、非遗馆、艺术培训中心于一体的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含 18 个文体艺术服务空间，可举办舞蹈、声乐、书法、国画、经典诵读等培训、
各类展览、讲座和亲子活动。是安贞百姓“老有所乐，幼有所学，中青年有所爱”的社区艺家、生活乐园，
同时是安贞街道的文化窗口、教育基地和社会动员平台。

安贞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朝阳区安华里二区 11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早 9 点到晚 9 点）；图书借阅部分 24 小时开放
联系电话：64266149
公交到达方式：300 路、 300 路快、302 路、特 8 路、671 路－安贞桥西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8 号线安华桥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教室、多功能室、24 小时图书馆、美术馆、安贞历史陈列室、灯彩传习所、音乐教室、书
画室

书画室 乒乓球室

灯彩传习-灯彩制作 画瓷体验 音乐教室

安贞历史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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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星火西路 17 号东风地区文化服务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30
联系电话：85854867
公交到达方式：408 路、486 路、991 路豆各庄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4 号线东风北桥站 C2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音乐教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东风地区文化服务中心位于星火西路 17 号，交通便利，设施齐全。自 2012 年 3 月投入使用，内设
图书馆、舞蹈教室、音乐教室、多功能室、钢琴室，全部免费向居民及文化团队开放。

近年来，持续开展了钢琴、葫芦丝、声乐、书法、诗词、绘画、摄影、健身操、交谊舞等培训项目，
参加人员近万余人次，地区文体队伍达 60 余支，固定队员 1500 多人，文化工作的影响力、覆盖面不断扩大，
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图书室 阅览区 展示区

音乐教室多功能室

钢琴室文化中心



●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73

奥运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清林路世茂奥临时 1 号院 7 号楼三层文化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84942102
公交到达方式：专 120 路清林路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5 号线地铁北苑路北站 A2 出口

奥运村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之文化服务中心位于朝阳区仰山桥北清林路世贸奥临 1 号院 7 号楼三层，
现有工作人员 11 人，建筑面积 2200 平方米，建有多功能厅、远程教育室，文体活动室，图书室，地 区
博物馆和奥运民间博物馆，辖区内文化体育经营场所 30 家单位，社区级队伍 57 支，街道品牌队伍 8 支 ,
文化服务中心负责整个奥运村范围内组织和举办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对 13 个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给予支
持和指导主要负责人陈永。奥运村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在区委、区政府和街道工委、办事处的正确领导下，
始终本着“亲民、爱民、为民、便民”的服务宗旨，因地制宜，创新载体，独树一帜，别具特色，通过扎
实开展基层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用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占领基层宣传舆论阵地，形成了文化、体育的系
列文化品牌。

内景 多功能厅

图书室外景及入口照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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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里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延静里 2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30
联系电话：65928730
公交到达方式：126 路、140 路、330 路、640 路、682 路、75 路延静里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6、14 号金台路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手工、书画、培训、图书阅览、报刊阅览、电子阅览

六里屯街道市民活动中心隶属于六里屯街道办事处，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场所，是
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社区教育中心、六里屯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朝阳区流动美术馆所在地，也是
朝阳区社区科普学校、朝阳区体育健身辅导和六里屯街道青年汇的活动基地。

市民活动中心建筑面积 547 平方米，内设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综合多功能厅、声乐教室、书画练习室、
摄影手工艺展览室等 6 个功能室，常年开设免费公共文化服务包括舞蹈、手工编织、京剧、交谊舞、模特、
声乐、葫芦丝、书法、绘画、器乐在内的 10 多个服务项目。中心内信息网络传输和数字化服务设备 10
台，图书馆藏书 2 万余册，订阅报刊杂志 66 种，采用书刊借阅一体的服务模式。

市民活动中心每周一至周日全天开放，每年组织举办“六里屯惠民文化节”, 包括品牌活动群众合唱
汇演、森林演出季、交谊舞大赛、六里屯地区公益春晚、迎春书画笔会等。中心培养出来的六里屯舞蹈队、
和谐之声合唱团都曾登陆过国家大剧院参加“我爱北京”市民新春联欢演出。

培训室正门

多功能厅 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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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仙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驼房营西里小区 9 号楼旁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4305508
公交到达方式：402 路、445 路、494 路
地铁到达方式：10 号线地铁 - 东风桥地铁站 C2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法律咨询、残疾人康复中心、图书馆、红色教育基地、多功能厅、兵乓球厅、舞蹈室、合唱室、
老干部活动室

酒仙桥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位于酒仙桥驼房营西里小区 9 号楼旁，占地面积约 3600
平方米。于 2009 年 6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活动场地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 9:00-18:00。

活动中心设有党建红色教育基地、小红帽志愿者活动基地、温馨家园、养老服务驿站、康复中心、网
络空间、舞蹈教室等；市民学校、健身房、贤和书屋和乒乓球、台球厅、心理辅导、培训教室、声乐演唱
厅等二十多种活动项目。

酒仙桥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是一座集党建活动、志愿者活动、科普教育、社区服务、
健康服务、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活动场所，也是建设和谐社区特色文化的良好平台和展示社区精神文明
建设的形象窗口。共有活跃文体团队 70 余支，中心依托街道文联开展文化体育节系列活动、“文蕴朝阳，
新春送福”系列活动、全民阅读活动、春季健步走活动、五月鲜花主题演唱会、街道和谐杯乒乓球比赛、
夏日广场活动、国民体质监测、朝阳森林演出季酒仙桥专场演出及文化体育节闭幕式等文体活动；组织各
团队参加上级单位组织的各项活动及比赛、完成公益电影放映及 “千场讲座进基层”课程配送工作。

舞蹈教室外观

书画室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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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庄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瑞祥里小区 16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 至 17:00
联系电话：85709886
公交到达方式：388 路、442 路、583 路西军庄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管庄乡（地区）文化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3 年，并于 2009 年搬入管庄瑞祥里社区 16 号楼内，楼内
面积共 1760 平方米，包含声乐排练室、舞蹈排练室、音乐教室、书画室、图书室、综合活动室、等多个
活动场所，对地区居民免费开放。

管庄乡（地区）文化服务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扶持地区文体队伍，成立了各种文化体育团体，特别
是在书画、合唱、舞蹈等方面，在各项比赛和展演中多次荣获奖项。地区文化服务中心地区工委办事处的
领导下，每年坚持举办惠河文化节、惠河体育节等各类活动，得到了地区居民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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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台地区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0 年 9 月，位于朝阳区将台乡驼房营路甲 1 号，
占地面积 8246 平方米，建筑面积 5634 平方米，是地区办事处下属的事业单位。服务中心为辖区居民提
供了综合培训室、图书馆、书画艺苑、合唱培训室、舞蹈教室、多功能厅等活动场所及设施，不断满足地
区居民物质文化及精神需求。目前地区合唱团、柔力球协会、书法协会、舞蹈队、模特队等多支队伍常年
在中心开展活动。 

将台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驼房营路甲 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00
联系电话：64319775
公交到达方式：516 路孙家村南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教室、合唱培训室、书法教室、多功能室

多功能厅 

图书馆 书画艺苑

排练室内外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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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广营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朝阳区水岸庄园 1010 号商业楼 4 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8:00-17:30
联系电话：84943928
公交到达方式：596 路、530 路、20 路润泽悦溪小区站下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3 号线北苑站下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阅览、报刊阅览、电子阅览、合唱、舞蹈、书画、模特、诗颂、英语、手工、古筝、手风琴、
乒乓球、象棋、等各项文体相关的培训，排练、讲座等项目

在朝阳区文旅局的指导下，在来广营地区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下，文化活动中心于 2015 年 4 月投入
使用。中心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提供图书报刊借阅、电子阅览、展览展示、培训讲座、合唱、舞蹈、书画、
摄影、模特、交谊舞、诗颂、英语、手工、古筝、手风琴、乒乓球、象棋等免费服务项目，切实做到服务于民。
地区现有文艺团队地区级 13 支、社区级 160 余支，每年开展地区“五月鲜花”文化社区行、金秋艺术节、
朝来森林音乐节等特色品牌活动，提升居民的文化获得感。

多功能厅图书馆

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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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松榆里 3 号楼二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9:00（法定节假日闭馆）
联系电话：67301600
公交到达方式：10 路、535 路松榆北路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4 号线北京工业大学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阅览、报刊阅览、图书外借、10 台电脑免费上网、免费 wifi。

潘家园街道图书馆最初于 2003 年 7 月 1 日在武圣农光社区（松榆北路七号院）建成投入使用，面积
240 平方米。随着读者数量和居民文化需求的不断增加，2007 年 11 月 15 日街道在松榆里 3 号楼建立的
新馆投入使用，面积 360 平方米。2012 年 2 月，潘家园街道图书馆经过升级改造成为了北京市首家“数
字文化社区”, 占地面积 700 平方米，设有阅览坐席 95 个，藏书万余册，周开放时间在 60 个小时以上，
为读者提供图书借阅、电子阅览，无线上网等服务。

图书借阅区

图书借阅区儿童区

数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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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各庄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天达路 8 号院 4 号楼
开放时间：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5:30，周六日、节假日延长至晚 8:00
联系电话：65479035
公交到达方式：457 路、411 路直达
地铁到达方式：7 号线地铁 - 焦化厂站 B 口出  7 号线豆各庄站（待开通）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馆、舞蹈室、多功能活动室、棋牌室等

图书室 多功能室

多功能室图书室

豆各庄地区文化服务中心建筑总面积 2000 平方米，设有党员活动室、图书馆、舞蹈室、多功能活动室、
棋牌室等设施，均免费向公众开放。重点围绕辖区党员、居民及社区单位，开展党员教育、社区课堂、便民利民、
文体娱乐等各方面服务，是紧贴居民生活需求、整合生活服务资源、快捷提供生活服务的公共服务机构和
枢纽平台。

党员活动室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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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坝地区文化服务中心位于朝阳区东坝家园综合楼，总面积 1700 余平方米。文化中心设置了舞蹈室、
书画室、图书室、棋牌室、乒乓球室、台球室、羽毛球场、多功能厅等功能区域，是一个服务群众、免费
开放、充分发挥公益性文化功能的综合性的文化活动场馆，更是东坝地区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
也是群众文化创作、培训、活动等业务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机构。文化中心竭诚欢迎您的到来，我们将
努力为您做好服务。

东坝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家园 A 区综合楼五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联系电话：65792171
公交到达方式：553 路、571 路、659 路、847 路、特 16 路 - 东坝家园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室、台球室、乒乓球室、羽毛球场、多功能室

文化中心外立面

图书馆 活动大厅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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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外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现代城中路与现代城西路交叉口南 100 米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58789662
公交到达方式：1 路、58 路、421 路、57 路、郎家园下车； 668 路八王坟东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14 号大望路站（C 西南口）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报刊阅览、图书借阅、电子阅览、讲座、基层辅导培训等

大门

文化活动室排练厅

图书馆

建外街道文化教育活动中心位于建国路 88 号现代城小区西北角，建成于 2006 年 ，建筑面积 2400
平方米，拥有良好的环境与设施，可容纳近百人同时开展活动。

活动中心内部设有图书馆、排练厅、多功能厅、廉政教育展厅、会议室、残疾人康复中心等，该中心
是建外辖区社会单位及居民群众参加文化及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街道级各文体团队，如：交谊舞队、民
族舞队、模特队、气功队、评剧社、合唱团等定期在中心内组织活动，充分利用各个展室及活动室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建外街道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利用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功能为地区的居民服务，受到大
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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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 38 号楼四单元四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1:00
联系电话：84751455
公交到达方式：113 路、3 路、117 路、115 路工人体育场站；416 路、403 路幸福三村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2 号东四十条、地铁 6 号东大桥、地铁 10 号团结湖
免费服务项目：培训、演出、展览、会议

合唱排练室 培训室

多功能厅舞蹈排练室

三里屯街道文化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5 年，位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幸福二村 38 号楼四单
元，总面积 2000 多平方米。活动中心设有舞蹈排练室、培训室、合唱排练室、书画活动室、多功能厅、
流动美术馆、会议室、科普体验馆等区域。文化中心年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百余次，日常活动的各类文化
团队达 20 支，1000 余人，受到了地区居民的好评。多年来，三里屯街道工委、办事处一直秉承“文化惠民，
共建共享”的宗旨，着力提高地区居民文化参与度，以共建共享的理念为根本，加强地区群众文化需求调
查，积极了解群众的文化需求，加大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努力营造文化交流展示的平台，激发并满足群众
参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实现由“要我来”到“我要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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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湖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中路北一条 6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30
联系电话：85589876
公交到达方式：115 路、43 路、731 路
地铁到达方式：10 号线地铁 C 口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舞蹈教室、乒乓球室、合唱教室、电影院。

团结湖街道文化活动中心位于朝阳区团结湖中路北一条 6 号楼，于 2015 年建成，2016 年 5 月正式
开放运行，占地面积 3072.73 平方米，建筑面积 5929 平方米。文化中心设有展览室、多功能厅、培训教室、
电影放映厅、舞蹈排练厅、练歌房、图书馆、乒乓球室等活动场所，图书馆藏书 2 万册图书。成立团结湖
街道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每年举办“最美团结湖”文化艺术节品牌系列活动及暑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
截止目前团结湖街道共计文体团队 43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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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外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吉庆里 1 号楼
开放时间：培训室周一至周五 9:00-17:30；图书馆周一至周日 8:30 至 17:30
联系电话：65528226
公交到达方式：75 路、特 2 路、特 12 路、44 路、113 路、515 路、615 路
地铁到达方式：6 号线朝阳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室、健身房、综合培训室、书画社、图书馆、国学堂、展览厅、小剧场、早教室和影视厅。

朝 外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位于朝外大街吉庆里一号楼，依托 3000 多平方米的活动场所，为朝外各社区
居民、社会组织及社会单位等提供交流、学习及文娱活动的平台。拥有舞蹈排练室、健身房、综合培训室、
书画社、图书馆、国学堂、展览厅、小剧场、名人工作室、早教室和影视厅等功能室。并针对老年人、残
疾人、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人群的需求，开展多种特色服务。将其打造为居民娱乐、青年健身、
少儿教育、协会活动、技能培训、图书阅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场所。朝外地区文化中心作为朝
外地区群众文化活动的主阵地，坚持全年免费向辖区居民及社区社会组织开放各类文化资源，提供各类服
务项目，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文化及活动需要，并常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朝外街道文化中心三层-图书馆 朝外街道文化中心四层-书画室

朝外街道文化中心三层-早少儿园地朝外街道文化中心三层-手工编织室

朝外街道文化中心建筑外观 阳光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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垡头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垡头文化中心 垡头文化中心排练室

垡头文化中心活动室垡头文化中心会议室

垡头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位于化工路翠城馨园 102 号楼，总体建筑面积接近 2000 平方米。本中心设
有多功能厅、陈列展览室、图书馆、辅导培训室、排练舞蹈室等。文化服务中心紧紧围绕街道办的中心工
作，将承担辖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具体包括运用各种形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宣传 ; 组织群众文娱活动、读书活动 ;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群众求知致富 ; 举办各种艺术班、讲座 ; 搜集
整理民间艺术遗产 ; 承办街道的其他文化事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翠城 106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67365491
公交到达方式：384 路、651 路、348 路垡头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垡头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教室、钢琴教室、素描教室、展览大厅、多功能厅、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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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家庄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左家庄东里 9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早 9 点 - 晚 9 点
联系电话：53683171
公交到达方式：24 路、110 路、120 路、132 路、379 路
地铁到达方式：6 号线三元桥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室、健身房、综合培训室、书画社、图书馆、国学堂、展览厅、小剧场、早教室和影视厅。

位于朝阳区左家庄东里 9 号楼，于 2017 年建成，总面积 3308 平方米。其中：地上二层面积为
1352 平方米、地下一层为 552 平方米、地下二层为 1404 平方米。中心是由左家庄街道工委、左家庄街
道办事处主导设立、以服务基层党员服务社区群众、融街道文化中心、社会党建中心、社会治理中心为一
体的综合服务场所，现设置有儿童活动室、创客空间、开放式阅览区、廉政展厅、多功能厅等功能区域，
旨在打造一个具有左家庄特色、代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领先模式，集学习教育、交流互动、文化娱乐、健
康休闲、价值塑造为一体的多功能、开放式、公益性文化服务阵地，全方位、多层次地为基层党员、社区
居民提供服务。

左家庄街道文化服务中心门廊 早教活动 中心

开放图书室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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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宫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 203 楼、219 号楼内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联系电话：010-84158010
公交到达方式：乘坐公交车 125 路、 361 路、 408 路、 409 路、  660 路、696 路、740 内、 740 外、944 路、
983 路、 特 9 外环、 运通 101 线、 运通 201 线、专 22 路、望和桥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3 号线、10 号线芍药居站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教育培训室、展览室，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公共电子阅览室，
无线网络全覆盖

太阳宫乡文化中心分别设在芍药居一社区（芍药居北里 203 楼 1450 平方米）、二社区（芍药居北
里 219 楼 2000 平方米），设有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教育培训室、展览室，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服务点、公共电子阅览室，无线网络全覆盖；达标图书馆 1 个；流动放映车及数字电影放映设备设施 1 套；
2000 平方米以上文化广场 4 个；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3 个；数字化社区 3 个，地区全民健身工程 22 处，
健身路径 258 件。文化中心公共文化设施场地 100% 免费开放，免费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内容 10 余项。

太阳宫地区书画室

太阳宫地区图书馆 太阳宫地区图书馆

太阳宫地区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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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各庄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4304198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教室、钢琴教室、素描教室、展览大厅、多功能厅、会议室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地区）文化服务中心，紧紧围绕乡党委“生态立乡，文化兴乡”战略部署，
以体现公益性、便捷性、服务性为原则，针对居民群众的不同文化体育需求，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健康有益的教育、文化、娱乐健身等活动 ; 举办各类展览、讲座，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 指导基层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辅导和培养群众文艺骨干 ; 开展扫黄打非工作；协助市、区有关部门配送公共文化资源，开展
文化服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以及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 。不断满足社会各界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文艺、健身爱好者搭建展示平台的同时，激发地区居民积极参加文艺演出活动和体育健身活动的热情，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质量、多元化的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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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庄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八里庄街道文化活动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堡甲 3 号院 4 号楼 2 单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20:00
联系电话：52895970
公交到达方式：488 路、115 路、112 路、639 路、419 路、635 路十里堡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 号线四惠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

八里庄文化中心红色图书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红庙北里红色教育基地 40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至 17:00
联系电话：65855047
公交到达方式：639 路、411 路、95 路红庙路口东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14 号大望路站，地铁 6 号线金台路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八里庄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成立于 2009 年 7 月，位于八里庄街道城市华庭社区内，面积大约为 1100
平方米。文化中心坚持以“文化活动的阵地，艺术梦想的摇篮”为目标，以体现公益性、便捷性、服务性
为原则，针对居民群众的不同文化需求，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共有文化队伍
64 支，不断满足社会各界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成为社区居民丰富文化生活，开展文化活动的阵地。

八里庄文化中心红色图书馆将街道图书馆阔名为“红色图书馆”来传递“红色”正能量。在图书馆功
能定位上重新梳理，增设期刊、名人传记、文献等相关书籍；在原功能不改变的前提下，增添新功能，实
现一室多用，设置党史阅览室、古籍文献阅览室、视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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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松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朝阳区劲松八区甲 813 楼 3 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7:00-21:00
联系电话：87738055
公交到达方式：光明桥东 52 路、41 路、35 路、29 路、91 路、72 路、54 路、8 路、561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0 号线劲松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教室、乐器教室、多功能室

劲松街道文体活动中心位于劲松西社区居委会三层，于 2011 年成立。400 多平方米的文体中心包括
145 平方米的舞蹈室、80 平方米的合唱教室，30 平方米的器乐教室，满足了部分文体协会直属队和社区
队的活动场地。中心全年开放，从早 7:00 到晚 9:00，每天参加活动的居民超过 200 人。

舞蹈排练室

舞蹈排练室

小多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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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房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平房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青年路西里 2 号院 6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7:30
联系电话：85565540
公交到达方式：499 路、122 路、468 路、494 路国美
第一城小区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培训室、展览、图书阅
览、报刊阅览、电子阅览室、电影放映、棋牌

平房地区临时办公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黄杉木店路旁（聚鑫城开发公司
东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30
联系电话：85565540
公交到达方式：553 路、126 路黄杉木店路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训练

平房地区诗书画协会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四季星河南街
开放时间：周二 8:00-16:00 其他时间电话联系
联系电话：85565540
公交到达方式：499 路、468 路、494 路青年路口北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青年路站 B 口
免费服务项目：书画培训、书画摄影展览

平房地区文化服务中心建成于 2008 年，现活动地点主要有三处，分别为文化站（青年路西里 2 号院
6 号楼底商，面积 800 平方米）、平房地区诗书画协会（四季星河南街，面积 500 平方米）、平房地区
临时办公区（黄杉木店路旁，面积 1000 平方米），基本上满足地区居民文化活动需求。

文化中心现有地区级队伍五支，分别为欣悦合唱团、地区诗书画协会、地区健身舞蹈队、书友协会、
摄影爱好者协会，每年定期举办原创春联展送、书画展览、合唱比赛、广场舞比赛、乒乓球比赛、羽毛球
比赛等各类展示竞赛活动；目前地区文化中心品牌活动主要有“图书漂流”、“全民星秀”、“登楼健身”、
“五彩假日”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满足地区居民精神文化需求，营造和谐美好的地区环境。

诗书画协会

临时办公区舞蹈排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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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房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康惠园 2 号院 9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00
联系电话：65420049
公交到达方式：397 路、411 路、475 路、运通 111 线双桥南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八通线双桥站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舞蹈排练、多功能室、书画室；二层：声乐排练、图书外借、图书阅览

三间房地区文化活动中心，位于三间房乡双柳社区康惠园二号院内南侧，现有动漫科普馆、健身室、
演播厅、书画活动室、图书阅览区、舞蹈排练厅、党员活动中心、声乐排练室、电脑培训室等各类功能室
11 间，总建筑面积 3000 余平方米，是一座集文化娱乐、党员活动、教育培训、作品展览、体育健身、
图书阅览、团队活动、科普学习，覆盖地区居民文化生活服务所需的现代化、多功能的文化活动中心。中
心坚持“服务地区群众”的理念，以体现公益性、便捷性、服务性为原则，针对居民群众的不同文化需求，
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

图书室多功能室

书画室外立面

三间房文化活动中心三间房文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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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井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双井街道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富力城 D 区综合配套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7759575
公到达方式：23 路、312 路、637 路、专 165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10 号线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电影放映、报刊阅览

双井街道动员中心
地址：百子湾路 16 号百子园 17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7759575
公到达方式：23 路、669 路、31 路、专 87 路、专 165 路、专 5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7 号线、10 号线、14 号线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电影放映、报刊阅览

双井街道市民活动中心由文化活动中心及社会动员中心两部分组成。文化中心坐落于广渠门外大街
的富力城 D 区，建筑面积 2603 平方米。社会动员中心坐落于百子湾路 16 号百子园 17 号楼，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为方便辖区居民参与文化活动，两处设施均交通便利，全天免费开放。内设文化活动室、
多功能厅、电影院、图书馆、学习教室、排练室、健身房、亲子区等活动场所。

多年来，双井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在朝阳区文旅局的指导下，在街道工委、办事处的领导之下，以繁荣
地区文化、体育、教育为目标，不断努力提升改善硬件设施，以满足地区群众对文化、教育、体育品质为己任。
并于 2018 年成立双井街道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拥有街道级品牌文艺团队 4 支，社区级文艺团队 56 支。
拥有生肖设计大赛、社区春晚、清明踏青节等多个品牌活动。得到了辖区居民的认可与好评。

双井街道文化中心外观 阅览席区

双井街道社会动员中心 双井街道动员中心-培训教室 双井街道社会动员中心-交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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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门地区图书馆

小红门地区图书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鸿博家园二期 C
区十一号楼底商
联系电话：87694927
公交到达方式：985 路、865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亦庄线小红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电子阅览室

小红门文化背景墙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鸿博郊野公园北门
联系电话：87694927
公交到达方式：985 路、865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亦庄线小红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演出广场

小红门文体广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牌坊村委会东侧
联系电话：87694927
公交到达方式：985 路、865 路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亦庄线小红门站
免费服务项目：演出舞台

近三年来，我单位认真落实市区关于文化文体工作的相关要求，紧紧围绕地区中心工作，以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为目标，以强化文化引领为宗旨，积极开展各类文化体育工作，促进地
区文体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一、抓好文体设施建设，扩大充实文化体育阵地。

一是建设小红门地区文化苑。2016 年根据区相关部门工作安排，申报了小红门地区牌坊文化苑项目，
地点位于牌坊村委会东侧，面积约 1200 平方米、专项资金 190 余万元。该项目包括：多功能厅、棋牌室、
电子阅览室、图书室等。

二是建设小红门地区文化体育广场。2016 年根据区农委社会发展科工作安排，申报了小红门地区文
化体育广场项目，地点位于牌坊村委会东侧，面积约 2300 平方米，专项资金 190 余万元。该项目包括：
篮球场、乒乓球台、演出舞台、健身器材、文化长廊等。

三是开放小红门地区图书馆。小红门地区新图书馆位于二期C区11号楼底商，建筑面积241.2平方米，
使用面积为 204 平方米。目前，图书馆内设有两间办公室，图书室、借阅室各一间。

四是建设小红门地区足球、篮球场、健康步道及体育器材设施。
2017、2018 年根据区体育局工作部署，我地区申报了 4 块篮球场，（分布在肖村 1 个、派出所 1 个、

鸿博郊野公园 2 个） 3 块足球场（肖村 2 块、鸿博郊野公园 1 个）和 1 条 4 公里步道，足球场和篮球场
已经全部竣工，验收完成，已投入使用，健身步道预计 2019 年动工，球场和步道项目资金均由上级市、
区体育局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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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和平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黄庄西苑 10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 08:00-11:30 下午 13:30-18:00
联系电话：84281929
公交到达方式：75 路、125 路、430 路和平西桥南站
13 路、117 路、119 路、674 路、684 路、特 16 路、夜 18 路、夜 24 路、夜 28 路、夜 36 路和平里东街站
75 路、328 路、464 路、547 路、601 路、607 路、641 路、847 路、特 8 路外环、夜 26 路、夜 30 路外环、
运通 104 线和平东桥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5 号线和平西桥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乒乓球、台球、健身。

和平街社区图书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区 13 号楼北侧平房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 08:00-11:30 下午 13:30-18:00
联系电话：64205309
公交到达方式：674 路、684 路、特 16 路、夜 18 路、夜 24 路、夜 28 路、夜 36 路和平里东街站
75 路、328 路、464 路、547 路、601 路、607 路、641 路、847 路、特 8 路外环、夜 26 路、夜 30 路外环、
运通 104 线和平东桥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5 号线和平西桥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借阅，报刊阅览
公共图书馆一卡通服务通借通还成员馆，异地还书（异地通还的图书，暂不提供异地外借）

和平街文体中心位于和平街小黄庄西苑甲 10 号楼 B2 层，面积约 830 平方米，2003 年投入使用。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3 月，街道又投资近百万元对文体中心进行装饰改造，近几年又增加了文化娱乐
设施、添置体育健身器械，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为街道居民的文体活动搭建了较完善的基础平台，
为开展地区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和场所。

文体中心设有舞蹈、唱歌、健身、书画、乒乓球、台球、科普、棋类、体能测试、电影放映等多种公
共文化服务项目。

常年为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外来务工人员免费开放。年到馆人次 7200 余人，现开设舞蹈、声乐、
书画等课程 17 种，学员数量 2000 余人。

和平街街道文体中心-图书阅览区和平街-文体中心-正门

和平街-图书馆正门 和平街-图书馆 -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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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盏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东窑村文体中心
开放时间：每天 9:00-21:00
联系电话：010-84390702
公交到达方式：306 路、983 路东窑村口站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京剧社、锣鼓队、书画社、剪纸小组、老年合唱队、老年秧歌队、交谊舞队、广场舞队、篮球队、
乒乓球队、羽毛球队、儿童之家、妇女之家、养老驿站、残协康复站、村史陈列馆、多功能培训、图书馆、会议厅

金盏地区位于北京城市东部温榆河畔，东部、北部与顺义区、 通州区接壤，西部与五环路相邻，距
首都机场仅 6 公里。区域面积 50.1 平方公里，下辖 13 个行政村，其中村、居并行 4 个社区。近年来，
地区高度重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各项服务设施正在努力完善中。现已建有乡级一卡通图书馆 1 处，乡级
文化活动站 2 处，分别位于东窑村和黎各庄村。

因乡域面积过大，辖区内公共交通网络建设相对滞后，考虑到群众就近就便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实际
需要，所以乡级公共文化设施分别设置在乡域的北部，东部和西部。其中金盏乡一卡通图书馆建在西部回
迁安置房金泽家园组团居住区，金盏乡文化服务中心第一活动站设置在北部的东窑文体活动中心，金盏乡
文化服务中心第二活动站设置在东部的黎各庄文体活动中心。通过整合辖区资源，合理布局文化设施，基
本满足了辖区广大群众的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成为了地区广大文体爱好者学习、交流、
展示的平台，架起了广大群众参与地区文化建设的纽带和桥梁。

东窑村第一活动站 金盏地区一卡通图书馆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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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家楼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北街甲六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30
联系电话：65035767
公交到达方式：640 路、9 路水碓子路口南；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6 号线、10 号线呼家楼站 C 口出步行 5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无文化中心场地

一、建设情况及主要服务项目
负责协助开展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队伍建设工作；负责组织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繁荣群众

文化体育事业；协助文化市场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机构改革方案》工作要求，文化服务中心与社区办合并到社区建设办公室，调整
后文化服务中心名称改为市民活动中心，负责文化、教育、体育、科普、科协工作。

二、文艺团队情况
目前共有 44 支文艺队伍，由地区群众自发组建的 40 支，整合社会文化资源的文艺团队 4 支，其中

红星男声组合作为呼家楼品牌队伍，在朝阳区人民政府呼家楼街道办事处的精心培育下，于 2015 年 5 月
组建，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著名手风琴演奏家张红星担任编排、指挥、伴奏、艺术指导为一体。
红星男声组合在张红星老师悉心指导下，把合唱与琴声完美地结合，表达了音乐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征服了
听众。他们先后走进国家大剧院、北京市民政局、清华大学、各地区敬老院、社会福利院、国图剧院、天
桥剧院、朝阳剧场、世贸天阶等，受到各级领导各界观众高度赞扬 , 成为全国男声小合唱最亮丽的一道风
景线。

三、特色亮点
“金台文化艺术节”是呼家楼地区群众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得到了区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和地区居

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下，艺术节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
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多年来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成为地区居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品牌活动。

四、场地问题
目前，我街道无文化服务中心场地，正在统筹协调过程中。

呼家楼街道文化设施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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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里店乡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1.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政府内文化服务中心
   2.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周庄嘉园内文化服务中心分中心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电话：67473244
公交到达方式：638 路、976 路、986 路十八里店乡政府站 28 路、439 路西大望路南口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活动广场、演出舞台、活动室、文化培训

十八里店乡文化服务中心由中心和分中心组成。分别位于十八里店乡政府和周庄嘉园文体中心内，建
筑面积超 3000 平方米，内设宣传教室、培训室、会议室、健身室、多功能厅、图书阅览室，建筑结构新
颖别致，配套设施先进齐全。2014 年建成和谐广场，位于十八里店北桥西侧，活动场地 5000 平方米，
设有舞台、下沉广场、健身器材、健身步道、路灯等设备设施。

十八里店乡文化服务中心是辖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是保障我地区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的重要阵地。

十八里店乡党委、政府致力于公共文化的发展，挖掘人才、培育精品，丰富基层群众文体生活，构建
多层次、多元化、多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项目化”促品牌发展。搭建地区群众文化节为展示平
台，不断发挥品牌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影响力，受益人群逐步扩大。以培训促能力提高。通过培训文化干部、
小教员和志愿者，开展不同内容、形式的专项培训，推动工作能力提高。以活动促资源共享。将“讲座下
基层”、“传习趣”、电影放送、“星火工程”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送到百姓家门口，真正享受文化带
来的便利和实惠。以参与促视野开阔。以“走出去、阔眼界、知长短”为目的，培育地区文化自觉与自信。
在朝阳区各项大型活动中，我乡以节目多、质量优等特点受到市、区领导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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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四营乡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王四营村 4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8:00
联系电话：67376310
公交到达方式：11 路、363 路王四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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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阅览室。

2004 年乡政府投入 400 余万元建成使用的文化中心面积达到 5400 平方米，中心建设有区级达标图
书馆、文体工作办公室、多功能排练房、书画室、多功能培训厅等各类活动用房。且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
电脑、电子读报器、音响等各类设施配备齐全。文化中心每月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地区品牌活
动：书画比赛、乒乓球比赛、象棋比赛、文艺演出等。地区有四支文化品牌团队分别是诗书画协会、“曹
俊祥龙”子弟票房、观音堂空竹队、群英同乐小车圣会。在乡政府、文化中心的帮助扶持下，规模不断壮大，
成为地区重要的文化补充。

图书馆 小会议室

书画活动室

成人教室 多功能活动室

多功能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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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亚运村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于 1992 年正式对外开放，是隶属于亚运村街道办事处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现有专职工作人员 8 人。文化中心地处亚运村安慧里小区，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占地面积 3000 多平方
米，设有多功能厅、电子阅览室、形体教室、乒乓球室、残疾人活动室、排练室、综合活动室、成人图书馆、
儿童图书馆、青少年科普基地等 15 个活动室和培训教室，室外健身及活动场所 2000 平方米。  

亚运村街道文化服务中心承载着引导、支持及培育地区文化的成长、为地区文化发展服务的职能，培
育了“高娃舞蹈团”、“羊民工作室”、“巧嫂手工坊”、“亚运村时装队”、“京华情朗诵社”、“亚
运村话剧社”等品牌团队，每年举办书画展、摄影展、党史文献展、扫黑除恶展、手工作品展等展览贯穿
全年。创办了“绽放亚运村 走进新时代”文艺系列比赛、亚运村民俗运动会、文艺小分队下基层系列活动、
儿童之家系列活动等文化活动品牌。指导街道 13 个社区组建合唱、舞蹈、书法、国画等各类文艺队伍 65
支，每年为社区培训文化骨干和小教员 1000 人次，服务辖区居民 7 万人次。坚持党建引领文化，打造成
为地区文化传播中心、地区文化对外交流中心。

地址：朝阳区安慧里一区 24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30
联系电话：64914307
公交到达方式：620 路、124 路、108 路、379 路、特 2 路、特 11 路－安慧桥北站；运通 110、387 路、464 路、
430 路、905 路、928 路－慧忠路东口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培训教室、体操房、合唱教室、大排练室、多功能厅、科普基地、党建基地

科普体验室亚运村街道文化服务中心正门

成人图使馆综合展览室



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宣传手册

102

黑庄户地区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郎各庄村鲁店北路南休闲公园内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30
联系电话：85381113、85381686
公交到达方式：348 路－郎各庄村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阅览、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多功能厅、小培训室、大舞台、大讲堂

文化大舞台 文化大讲堂

文化大讲堂 图书室

黑庄户地区（乡）位于朝阳区东南部，西靠垡头边缘集团与豆各庄相邻，北靠定福庄边缘集团与管庄
乡相邻，东与通州区台湖镇工业园区接壤，南与光机电产业基地相邻，辖区面积 24.1 平方公里。目前，
全乡有乡级文化服务中心 1 个，村级文化活动室 12 个，社区级文化活动室 6 个，文化广场 10 个，基层
图书室 18 个；乡级文艺团队 7 支，村、社区级文艺团队 47 支。每年持续开展书画培训 80 余次，舞蹈、
合唱辅导排练 500 余次，公益电影放映近 200 场，星火工程演出 10 余场，组织参加区级、乡级文化体
育活动 20 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