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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文化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环南路 64 号，装修改造后于 2007 年 9 月正式投入使用，馆舍建
筑面积 3848 平方米。丰台区文化馆作为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是丰台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主要职
责为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知识讲座和展览等群众性文化艺术（娱乐）活动；辅导、培训群众文化系统在职
干部及业余文艺骨干；组织、辅导和研究群众文艺创作，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公益电影放映。

北京市丰台区文化馆

地址：西四环南路 64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 至 17:00
联系电话：63845694
公交到达方式：77 路、323 路、335 路、349 路、845 路北大街站，特 7 路、83 路、480 路、627 路、840 路、
969 路、998 路岔路口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9 号线丰台东大街 A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 剧场、二层舞蹈排练厅 展览厅、地下一层排练厅

二层排练厅

剧场 二层展厅

丰台区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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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图书馆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64 号
开放时间：周一 8:30 至 17:00 周二至周五 8:30 至 19:00 周六日 9:00 至 17:00
联系电话：010-63813793
公交到达方式：83 路、335 路、480 路、736 路、740 路、840 路、967 路、969 路、998 路、特 7 路、夜 36 路、
运通 115 线岔路口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9 号线东大街站 A 出口步行 20 分钟
免费服务项目：一层：图书阅览室、报刊阅览室  
       二层：自习室、外借流通部、展厅
       三层：参考咨询部、工具书阅览室、特色藏书阅览室
       四层：电子阅览室、报告厅 

北京市丰台区图书馆始建于 1978 年，于 1989 年迁入丰台文化中心大楼，设有外借流通部、地方文
献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特色藏书阅览室、报刊阅览室、自习室、电子阅览室等服务窗口。  

我馆以阅读为核心，以“以品牌促阅读、以阅读促和谐”为目标，丰富服务品牌内容，完善服务品牌
建设。目前形成以“书香丰台”为品牌的系列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内容涵盖“丰阅古今 丰范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推广活动；“家庭书房”阅读推广计划等。

报刊阅览室报告厅

大门 参考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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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丰台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

地址：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84 号
开放时间：寒暑假开馆时间 9:30-17:30 每周六、日 9:30-17:30 
夏季周二至周五 12:00-18:00 冬季周二至周五 12:00-17:30 ( 每周一闭馆）
联系电话：63898653 63850152
公交到达方式：323 路、694 路、特 7 路、特 9 路、967 路、969 路、480 路、83 路、77 路、运通 115 路、
740 路、658 路、351 路、840 路、845 路、349 路、602 路 －正阳桥北站  
免费服务项目：1. 空间设施场地：第一、第二外借阅览室、期刊阅览室、绘本阅览室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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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提供文献及读者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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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阅读指导，开展各种阅读推广活动，绘本馆各
         种主题性系列活动；
       5. 辅助性服务：免费提供办证、验证存包及饮水等辅助性服务。

丰台区青少年儿童图书馆成立于 2000 年 6 月，是发挥文化、教育职能的公益性校外教育场所，是丰
台区少年宫、丰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公益性活动的重要阵地。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公益性原则，以为
青少年阅读服务为己任，充分发挥校外教育资源优势，最大限度的满足青少年儿童的文化需求。目前本馆
共有藏书 185489 册，期刊 272 种，报纸 19 种。

2016 年还建成了绘本馆，并采购绘本图书 3450 册，自开放以来接待低龄小读者千余人次，开展了
丰富多样的低幼儿绘本阅读推广活动。此外还开设了“绘本馆公益讲堂”，结合各种主题开展了系列讲座
活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图书借阅工作的基础上，还开展了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促进孩子们对阅读的热爱。
因此，打造了品牌活动——“春天送你一首诗”诗歌朗诵展演，至今已经连续开展了八年，得到全区中小
学校的大力支持，其中阳春小学、丰体时代小学、西罗园六小、丰台二小、丰台七小等学校，成为此项活
动开展的基地学校，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此外还开展了 六、一儿童节“为爱阅读，图书漂流”
活动，“藏书大作战”活动，“我是勇敢朗读者”活动。以及每年结合市级“红领巾读书”活动统一部署
开展丰台区讲故事比赛活动。“阅读 + 我”好书推荐活动，“小小图书管理员”志愿活动、教师志愿者公
益讲堂等大小活动 60 余项，年活动人次达 2 万余人。

科普活动

绘本阅览室

门口

二楼图书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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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桥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建筑面积 1292.4 平方米，2010 年投入使用。

服务设施及功能：中心设有多功能厅、图书室、教育培训室、健身室、排练室、声乐室等。可提供教
育培训、会议讲座、文艺演出、文体活动等服务项目。特色活动：2015 年起，每年春节前夕举办书画家“写
春联 画年画”社区公益行活动，将节日的喜庆提前送到居民身边。2013 年至今，每年举办暑期英语沙龙
活动，深受青少年朋友的喜爱。

太平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小区 8 号楼甲 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00
联系电话：63427716
公交到达方式：特 7 路、38 路、57 路、6 路、321 路、349 路、运通 120 路六里桥东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9 号六里桥东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报刊阅览、教育培训、舞蹈排练、声乐练习

教育培训室

排练厅

图书室藏书区 声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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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佐镇文化服务中心位总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 1400 平方米，室外活动场地面积
1100 平方米，为地下 1 层、地上 2 层的独栋楼房。于 2015 年申报装修改造项目，2016 年底升级改造完成，
2018 年 7 月正式投入使用。

文化服务中心设置有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棋牌室、多功能厅、多媒体教室、培训教室、老年人活
动室、儿童活动室、残疾人活动室、音乐室、体育健身室、舞蹈室排练室、展览厅、展览室、库房等功能室，
中心提供免费 wifi，并设有无障碍通道。

文化服务中心自正式开放以来，多次开展特色文化团队展示、舞蹈小教员培训、群众广场舞比赛、亲
子阅读等文化活动。

王佐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南宫迎宾路西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8:00-17:30
联系电话：13911890825
公交到达方式：458 路、951 路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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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牌室、音乐室、体育健身室

王佐镇文化服务中心正面全景照片 多功能厅

展览厅 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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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始建于 2017 年年初，2018 年 1 月开始投入使用，面积 900 平方米。中
心内设多功能厅（青少年活动室）、培训室、舞蹈排练室、书画室、图书及电子阅览室。免费向地区百姓开放。

街道文化中心现有五支演出队伍，即丰街雅之墨地书社、丰街雅之琴民乐演奏队、丰街雅之声合唱团、
丰街雅之影摄影坊、丰街雅之韵舞蹈队，按照百姓需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特色活动代表性
的有丰街五雅、片区展演等。定期举办科普、国学、生活、舞蹈等各类讲座。

丰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兴里与新华街交叉口西北 150 米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3:30-17:30 周一 9:00-17:00
联系电话：52835290
公交到达方式：602 路、736 路新华街站、351 路、845 路、627 路韩庄子北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9 号丰台南路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外部图 多功能厅

排练厅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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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高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丰台区东高地斜街 5 号，建于 2002 年，是东高地街道与 211 厂共建
共享的街道级综合文化中心，面积约 4000 平方米。

本活动中心是一个集讲座培训、节目排练、运动健身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承接地区百姓基本文化生活
服务所需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内设多功能厅、大教室、文艺室、棋牌室等多个功能区，为群众提供文
化服务。

经常开展文艺演出、公益培训、各类比赛活动。

东高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斜街 5 号
开放时间：每天 8:30-16:30
联系电话：88531344
公交到达方式：324 路、353 路、526 路、622 路、736 路、997 路、运通 115 路、快速公交 1 线东高地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8 号线东高地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培训室、排练室、棋牌室

多功能厅外立面

培训教室 棋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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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平文化活动中心成立于 2016 年，位于丰台区卢沟桥晓月苑五里 1 号楼地下二层，面积 1500 平方
米。宛平城地区办事处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在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基础上，
免费向地区百姓开放。

一、服务功能
本活动中心是一个集文艺演出、教育培训、舞蹈器乐排练、休闲娱乐、展览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承接地区百姓基本文化生活服务所需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内设多功能厅、培训室、排练室、健身室、
老年人活动室等，可根据百姓需求提供文化服务。

二、服务项目
按照百姓需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举办科普、国学、生活等各类讲座，开展青少年活动、

老年人讲座、党员活动等各类人群的活动；提供专门场地供地区居民排练、演出以及健身活动服务。

三、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9:00- 17:00

 宛平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晓月苑五里 1 号楼地下二层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83211171
公交到达方式：77 路、133 路、452 路晓月苑小区站，97 路 、专 17 路晓月苑五里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晓阅时光阅读空间

丰台区图书馆宛平城地区分馆一馆两址，分别是位于卢沟桥城内街的宛平记忆阅读馆和位于晓月苑的
晓阅时光阅读空间。两处图书馆均已实现一卡通联网，可以提供通借通还服务。

一、 服务项目
图书借阅、电子阅览、阅读推广、读书活动、培训讲座、展览展示、文化交流、艺术沙龙

二、开放时间
宛平记忆阅读馆：周二至周日 10:00 - 18:00
晓阅时光阅读空间：周二至周日 10:00 - 21:00，即将实现 24 小时自助借阅服务
如果开展活动，开放时间随机提早或延迟。

三、公交到达方式
宛平记忆阅读馆：77、96、97、133、339、452、458、459、952、983、专 17 路抗战雕塑园

站下车北行 963 米
晓阅时光阅读空间：77、96、97、133、452 路晓月苑二里站下车南行 10 0 米

宛平记忆阅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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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乡综合文化中心位于花乡高家场甲二号，2016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1200 平方米。文
化中心设有图书馆（设有图书阅览区和电子阅览区）、多功能厅（排练室）和运动健身区。

图书馆面积 100 余平方米，现已挂牌成为丰台区图书馆分馆，不仅可供阅读爱好者现场借阅，还实
现了与首都图书馆和丰台区图书馆的通借通还，电子阅读区配有 10 台电脑，可供读者上网查阅资料；多
功能厅面积 270 平方米，可用于会议、培训和排练文体节目；运动健身区设有一块标准羽毛球场、三张
乒乓球台（比赛时可设置 6 张球台）、一张台球桌以及各类健身器械 10 余件。

花乡综合文化中心投入运行以来，除每天接待群众、职工参与体育锻炼外、还承接了乡党委、乡政府
和乡总工会组织开展的多项体育比赛和群众文体活动。

花乡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花乡高家场甲二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8:00-17:30
联系电话：63771043 63771028
公交到达方式： 乘坐特 9 路、740 路、运通 115 路、736 路花乡桥东站下车后向北步行 5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排练室、培训教室、图书馆、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羽毛球、乒乓球、台球、
健身器材。

羽毛球场乒乓球场

图书室 多功能厅、舞蹈排练厅、培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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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街道文化中心位于南苑北里二区 6 号楼瑞荣大厦，建筑面积 2600 平方米，室内单独设置，舞蹈
排练厅、多功能能厅、培训室、书画活动室、音乐教室、电脑培训室、乒乓球室、健身室、图书阅览室、
电影放映室、健康大讲堂等；每周定期开展书画、篆刻、舞蹈、合唱、京剧、葫芦丝、武术、围棋等文化
活动，现有书画协会、武术协会、围棋协会、合唱队、葫芦丝队、戏曲队、舞蹈队等文化组织。中心每年
举办的地区品牌活动“和”文化节，举办广场文艺演出、文化作品展演展示等活动 30 余场，受众人数 2
万余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和义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丰台区南苑北里二区 6 号楼瑞荣大厦负一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7904034
公交到达方式：54 路、324 路、366 路、501 路、526 路、622 路、736 路、954 路、997 路，快速公交 1 线－
三营门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8 号线 和义站 C 口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多功能室、多媒体影音室、舞蹈室、健身房、电子阅览室

和义街道文化中心跆拳道室 和义街道文化中心健身房

和义街道文化中心图书室和义街道文化中心乒乓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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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堡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也称马家堡街道戏曲文化中心是在 2011 年 12 月在马家堡街道工委、办事
处积极协调，利用接收的玺萌资产控股有限公司“星河城售楼处”建成的，面积为 2000 余平方米，并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建成揭牌，原区委宣传部部长顾晓园等领导参加了揭牌仪式。2015 年底，街道多方筹
措资金，对综合文化中心进行了改造，安装了演出音响、投影仪、灯光；建有 20 平方米的舞台、led 彩屏、
装修了舞台、化妆室、服装间、接待室、放映室等多功能厅，共计投入 100 余万元。

马家堡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地址是马家堡街道星河苑小区 1 号楼北侧，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室外广
场 500 平方米，中心内设小剧场、图书馆、多功能厅、排练室、书画室、健身室、展览室、辅导培训室、
电影放映室、老年人活动室、残疾人士活动室、青少年活动室和韵京剧团的服装道具室等。我街道 2016
年向丰台区财政局申请了文化室建设专项经费 190 多万元，用于了综合文化中心多功能厅及放映室的装修
改造和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及社区文化室配套设施购置，设计可容纳 148 余人的自动伸缩座椅，使综合文化
中心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

积极发展辖区文化队伍，现有文体队伍 70 余支，包括合唱队、京剧（评戏）票友队、合唱队、太极队、
空竹队、模特队、曲艺队、书画队伍等，每年参加市、区、街道演出 100 余场，活跃了辖区的业余文化生活，
为建设“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幸福马家堡贡献力量。

马家堡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亮点就是努力把国粹艺术进社区打造成品牌文化活动：一是作为京昆戏曲文
化教育基地；二是作为地区票友爱好者的日常活动场地，和韵京剧团联合各社区票友队，每年为辖区群众
免费演出京剧 20 余场；三是作为普及传统艺术的中心，辐射整个辖区；四是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国粹”
艺术图书、音像资料室，戏迷协会办公室；五是以该活动中心为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一大批
业余爱好者，同时提高普通百姓的鉴赏力和欣赏水平，使传统京剧在马家堡地区开花结果，发扬光大。

马家堡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马家堡街道星河苑小区 1 号楼北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9:00-17:30
联系电话：87579870
公交到达方式：66 路、646 路、51 路、特 14 路、72 路、556 路、377 路公交车到嘉园三里站往南直走 200
米十字路口左拐 100 米
地铁到达方式：4 号线地铁公益西桥站西北口往北 100 米丁字路口左拐 2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小剧场、和韵京剧团、舞蹈排练室、多功能室、书画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书画室图书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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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岗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位于云岗北区西里 11 号。活动面积约为 520 平方米，于 2019 年建成并
投入使用。提供包括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棋牌室、书画室、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室等形式多
样的的公共文化服务。

云岗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是将“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腾退空间，优先用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
空间的典型案例。目前工程已完成基础装修，待家具进场后即可投入使用。建成后的云岗街道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布局配置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拓展功能丰富，将成为云岗辖区居民的主要公共文化活动场所之一，
并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周边街镇群众。

云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云岗北区西里 11 号
开放时间：每天 8:30-17:00
联系电话：68741475
公交到达方式：321 路、459 路、458 路、983 路、830 路、897 路、978 路、951 路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图书外借、图书阅览、棋牌室、书画室、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室。

图书阅览书画室

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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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庄地区综合文化中心，于 2007 年 5 月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主要工作职责：组织开展方庄地区
便民利民活动；指导社区利用设施开展好社区服务工作；利用 96156 信息平台和服务热线开展好社区信
息化服务工作；承担地区工委、办事处交办的其他工作等。

方庄地区综合文化中心位于方庄芳群园一区 7 号楼二层，占地 800 平方米。中心设有：多功能厅
250 平方米，有较好音响、投影和放映设备，并配备一架钢琴；图书馆和阅览室 140 平方米，图书馆藏
书 1 万余册，订阅各类报刊 48 多份；书法绘画室 100 平方米，是地区居民书法培训场地，也是地区书画
协会活动场地，配备基本的书法绘画设施。另外，芳城东里社区有一处方庄地区电教室 80 平方米，配备
电脑 30 台，用于对社区居民和社区干部的培训。

方庄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一区 7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7605026
公交到达方式：刘家窑桥东：12 路、139 路、2 路、39 路、50 路、51 路、821 路、夜 23 路、夜 30 路
       刘家窑桥北：39 路、43 路、54 路、599 路、7 路、821 路、957 路、夜 24 路
       蒲黄榆：122 路、128 路、39 路、43 路、53 路、54 路、599 路、821 路、957 路、专 162 路
       方庄环岛西：122 路、128 路、25 路、53 路、821 路、91 路、专 161 路、专 162 路、夜 28 路、
             特 12 路内、特 12 路外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5 号线、14 号线蒲黄榆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书画室多功能厅

阅览室 电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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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简介

卢沟桥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建成于 2015 年，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街心公园内南侧。卢沟桥街道将文
化活动中心定位为公益性、综合性、群众性大型文化活动中心，内设演艺汇报坊、图书阅览坊、健康运动
坊、才艺互动坊、文化宣传坊、历史陈列坊、国粹传承坊等功能区域，满足辖区百姓文化娱乐、健身休闲、
读书阅览、教育宣传等多样化需求。

 文化活动中心下辖舞蹈、戏曲、书画、古琴、合唱等多支群众文体队伍，各支队伍“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成为开展辖区文化工作的强大助手。

卢沟桥街道深入打造“六个卢沟”群众系列活动、“卢沟杯”健身操舞大赛等品牌文化项目，为百姓
提供全方位的文化惠民产品，保障不同年龄、不同特质、不同爱好人群的文化权益。

卢沟桥街道文化站简介
卢沟桥街道文化站建成于 2010 年，位于丰台区望园西里 17 号楼北门丰台路口社区 2 层。文化站以

公益、实用、规范、惠民为原则，满足周边百姓读书阅览、教育宣传等需求。文化站设有多功能活动厅及
舞蹈排练厅，可开展各类文艺演出、会议、文化讲座、舞蹈训练等活动，满足社区各类文体队伍和广大辖
区居民的文化需求。 

卢沟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 卢沟桥街道文化站

卢沟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丰台区大成里秀园青塔街心公园南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30
联系电话：68230630
公交到达方式：64 路－青塔小区
免费服务项目：会议室、图书阅览、多功能厅、舞蹈排练室、健身室

卢沟桥街道文化站
地址：丰台区望园西里 17 号楼北门丰台路口社区 2 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30
联系电话：63858525
公交到达方式：958 路－丰台体育中心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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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丰台区石榴园南里怡和世家 9 号楼，建筑面积 1500 平方米，内设图书
室、培训室、电子阅览室、书画室、会议室、国民体质测试室、多功能室、演出厅、排练厅，大红门街道
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在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免费向地区百姓开放。

一、服务功能
本活动中心是一个集教育培训、舞蹈排练、休闲娱乐、早教活动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承接地区百姓基

本文化生活服务所需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内设多功能厅、培训室、舞蹈排练室、少儿活动室、青少年
活动室、图书及电子阅览室，可根据百姓需求提供文化服务。

二、服务项目
按照百姓需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举办科普、国学、生活等各类讲座，开展幼儿早教，

青少年图书阅读、老年人服务等各类人群的活动；提供专门场地供地区居民排练、演出以及图书阅读、借
阅和亲子阅读服务。

大红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南里怡和世家 9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计划每周免费开放 56 小时
联系电话：67270347
公交到达方式：555 路、599 路、576 路，榴乡桥北站
地铁到达方式：10 号线地铁 - 宋家庄站 H 口出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大红门文化中心 大红门文化中心多功能厅

多功能厅多功能厅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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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辛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杜家坎南路 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30
联系电话：83887141
公交到达方式：459 路、952 路、983 路、391 路公交车杜家坎南站下车，路东往南走 100 米即到。
地铁到达方式：14 号线张郭庄地铁 A 口出向西北 2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少儿阅览

长辛店镇综合文化中心位于杜家坎南路 8 号，长辛店镇政府后院。面积约 1422 平方米。长辛店镇按
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在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免费向地区百姓开放。

本活动中心内设排练室、多功能厅、图书馆、书画室、培训室、心理减压室、化妆间、活动室等。图
书馆中除电子阅览室外，设有儿童阅读区，保障青年儿童的阅读需求。布局配置合理，配套设施齐全。 

本活动中心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积极向上的文体活动，满足地区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

长辛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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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安门街道辖区设有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和综合文化分中心，主要用于辖区综合文化服务功能使用，设
有多功能厅、街道级图书室、舞蹈排练厅和乒乓球室。各功能室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以供居民日常文化功
能使用。服务团队包括街道内部排练使用，还包括各社区文化体育团队活动使用，为辖区百姓提供了文化
活动场所。

右安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右安门街道玉林里 37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09:00-17:00
联系电话：83402979
公交到达方式：特 17 路、19 路、474 路、454 路、48 路右安门外
地铁到达方式：4 号线大兴线 北京南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图书室、乒乓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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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铁匠营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丰台区宋庄路顺八条 8 号院，宋家庄小区。建筑面积 2330 平方
米，2000 平方米户外健身场地。综合活动中心内部空间有多功能厅、声乐排练厅、舞蹈排练厅、图书馆、
非遗传承室、书画室。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完成招标程序后，按合同施工进度进行装修改造，目前主体
工程已完工，正在按照北京市“1+3”公共文化服务政策进行内部装饰及空间标准化设计。街道综合文化
活动中心投入使用后， 每周免费开放 60 个小时。

东铁匠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丰台区宋庄路顺八条 8 号院一区 3 号楼
开放时间：还未开放（预计每周开放 60 小时）
联系电话：67631726
公交到达方式：12 路、43 路、7 路、专 76 路五间楼站；900 路、17 路、39 路、511 路、684 路宋家庄站；139 路、
599 路、927 路、专 76 路榴乡路北站
地铁到达方式：10 号线、14 号线、亦庄线宋家庄站 B 东北 1 口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声乐排练厅、舞蹈排练厅、图书馆、非遗传承室、书画室

多功能厅

图书馆

电子阅览室

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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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原来位于光彩路的南苑乡文服中心因规划拆除，同年南苑乡向丰台区进行了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的申报，得到了丰台区文旅局的大力支持，并于年底完成了建设工作。现南苑乡文化中心 2000 平方米，
设有多功能厅（排练室）、展览厅、图书馆、乐器室、共享工程服务站等。乡文化服务中心坚持”让百姓
动起来、乐起来”的服务口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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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益的教育、学习娱乐健身等活动，不断满足乡域及周边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求。

南苑乡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丰台区大红门南里 12 号楼二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联系电话：87808065
公交到达方式：专 9 路 - 大红门桥北站
地铁到达方式：8 号线大红门南站 C 口，南侧 50 米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教室、乐器教室、多功能室等

艺术展厅 乐器室

图书馆 多功能厅（培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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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村街道（乡镇）综合文化中心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底，位于丰桥路（六号院 9 号楼地下二层），
面积 1000 平方米。新村街道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在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
基础上，免费向地区百姓开放。文化中心现设有舞蹈室、亲子活动室、乒乓球活动室、手工室、多功能会
议室等活动，阅览室有书籍一万余册供居民阅读。乒乓球室全年向居民免费开放，供居民健身。三环新城
包括附近社区三支舞蹈队常年在此活动排练。

新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桥路 6 号院 9 号楼地下二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联系电话：83626387
公交到达方式：专 4 路三环英合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0 号线丰台站 C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大门

多功能厅图书室 / 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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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成立于 2018 年，位于丰台区西罗园四区 19 号中国评剧院内，面积 800 平
方米。（此文化中心使用期至 2019 年 12 月，同时，我街道在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北路 12 号院 15 号楼
修建一个新的综合文化中心，预计 2020 年 1 月可投入使用）。

一、服务功能
本活动中心是一个集图书阅览、网络信息服务、教育培训、舞蹈排练、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承接地区百姓基本文化生活服务所需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内设多功能厅、培训室、舞蹈排练室、图书
及电子阅览室，可根据百姓需求提供文化服务。

二、服务项目
每周有舞蹈队、模特队、合唱队、戏曲队等不同的队伍在多功能厅活动。按照百姓需求，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包括戏曲票友 PK 赛、“文化四进”演出、评剧《梦惊三板》展演等；提供专门场地
供地区居民排练、演出以及图书阅读等阅读服务。

西罗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四区 19 号中国评剧院内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87203338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线路 14 路、66 路、70 路、603 路、613 路、741 路到四路通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14 号北京南站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多功能厅

图书馆外部

图书馆阅览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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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乡文化服务中心建有文化广场及羽毛球、乒乓球馆，服务全乡 4 万余人，每周开放不少于 56
小时，两馆共配有图书馆、多功能厅、电子阅览室、音乐室、会议室、音响室、舞蹈室、老年人活动室、
展览厅、健身室等可为乡域内百姓提供文体娱乐服务。拥有独立民乐队、舞蹈队、瑜伽队、合唱团等专业
文化团体，共计百余人。每年组织、开展文化体育图书类培训、演出、比赛活动上百场。

卢沟桥乡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3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3816591
公 交 到 达 方 式：309 路、321 路、390 路、835 路、836 路、838 路、895 路、901 路、952 路、971 路、
983 路丰台路口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4 号线大井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报刊阅览、电子阅览、图书外借、音乐排练、青年活动、老年活动

全景图

文化广场 健身房

会议室 音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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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村综合文化室坐落于长辛店杜家坎南路甲17号，长辛店村委会院内东侧一楼，建筑面积300平方米，
能容纳 100 余人，集会议室、数字放映厅、音响室、老年人活动室、人口学校、司机活动室、文艺活动室、
市民文明学校、人口学校、反邪教警示教育学校长辛店村分校、文化大院、舞蹈室、展览室、健康教育大讲堂、
宣传培训、排练厅、多功能厅等功能。文化室楼上有配有图书室和电子阅览室，建筑面积分别为 40 平方米，
能同时容纳 20 余人阅读学习，并设有免费 WiFi 无线上网功能。

长辛店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杜家坎南路甲 17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早 8:00-17:00（节假日不休息）
联系电话：83863372   
公交到达方式：459 路、662 路、339 路、952 路、983 路、391 路车杜家坎南站下车，路西往南走大约 500 米
长辛店村委会即到。

长辛店镇长辛店村电子阅览室 长辛店镇长辛店村益民书屋

长辛店镇长辛店老年活动室长辛店镇长辛店村法律服务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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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成立于 2010 年，位于南苑北马路 18 号，面积 2600 余平方米。 2014 年在
街道公委、办事处高度重视下，投资对进行改扩建。扩建后的图书管设施先进，功能齐全，拥有 142 平
方米室内面积。管内设有借阅书架 11 个、电子阅览、期刊阅览、讲座室。南苑图书室是南苑地区唯一的
综合性公共图书室，是公益性文化事业场所。全年天天开放，每周开放时间 63 小时，室藏图书 1.8 万余
册 ( 件 )，数十余种报刊，读者坐席 36 位。

本活动中心是一个集图书阅览、网络信息服务、教育培训、舞蹈排练、休闲娱乐、书画学习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承接地区百姓基本文化生活服务所需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 

南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南苑北路 1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30
联系电话：67962055
公交到达方式：运通 115 路、485 路、353 路、827 路、366 路、954 路、365 路红房子路口下车，向东 100
米路北即到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4 号新宫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南苑街道多功能厅

书画室图书室

乐器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