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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石景山区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12278 平方米，馆舍设置为一馆两址，成人馆位于八角南路 2 号，
少儿馆位于古城南路 11 号。石景山区图书馆为北京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成员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北京市石景山区支中心、“首都图书馆联盟”成员单位。2017 年被文化部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先后荣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十佳绘本馆”“全国最美绘本馆”等称号 ,
常年开展“石图讲坛”“小小书虫俱乐部”等多个品牌活动。

北京市石景山区图书馆

地址：石景山区八角南路 2 号（成人馆），石景山区古城南路 11 号（少儿馆）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22:00（周一上午闭馆），其中晚间自习室 周一至周日 19:00-22:00
联系电话：68878503（成人馆），68875256 （少儿馆）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325 路、472 路、598 路八角西街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 号线古城路站下车向东 5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自习室、展览厅、多功能厅、图书及报刊阅览

馆舍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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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文化中心位于苹果园南路东口。总占地面积 15863 平方米，建设用地面积 8811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41232.63 平方米，地上八层，地下三层。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区文化馆，区非遗保护中心，
区博物馆，以及公益电影放映厅、实体书店、地下人防及车库等。预计 2019 底分步对外开放。

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中心

地址：石景山区苹果园南路东口
开放时间：2019 年底前逐步对外开放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981 路、992 路、 336 路、977 路、运通 116 路、101 路苹果园南路东口站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6 号线杨庄站下车向东 2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展览厅、影剧院、培训教室等

石景山区文化中心 石景山文化中心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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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山街道综合文化中心由沁山水南社区（南区）和沁山水北社区（北区）两部分组成。南区位于玉
泉西里一区 26 号楼，建筑面积约 1200 平方米。由红色文化空间、传统文化空间、文化欣赏空间、文化
创意空间和文化活动空间五个主题空间组成，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亲子手工、花艺课程、非遗项目体验、
公益电影放映、图书阅览等文化活动。北区位于玉泉西里一区 2 号楼，设有多功能厅、图书室、书画室等
文化设施。

八宝山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南区地址：石景山区玉泉西里一区 26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30-20:00 周六、日 9:30-17:30
联系电话：68667530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612 路、941 路、308 路、597 路、481 路、78 路等鲁谷路口东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 号线玉泉路站下车向南 1500 米

北区地址：石景山区玉泉西里一区 2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9:00 周六 9:00-18:00
联系电话：88687020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612 路、958 路、308 路、389 路、472 路、78 路等鲁谷路东口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 号线玉泉路下车向南 8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团队排练、书画学习、多功能室、展览、图书及报刊阅览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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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山街道综合文化中心由两处组成。第一处位于老山东里小区入口，建筑面积 1188 平方米。为辖区
居民演出排练、辅导培训、休闲娱乐、健身场所。目前有 2 支区级品牌团队和 6 支街道级文艺团队定期在
此活动。第二处位于郎园 Park 文创园区，建筑面积 3080 平方米。包括良阅书房、兰镜艺术中心、像素
画廊和全民畅读书店等，提供图书借阅、讲座演出、文化培训等公共文化服务。良阅书房作为街道图书分馆，
建筑面积 300 余平方米，藏书 6000 余册，可实现全市“一卡通”通借通还服务，馆内数字资源免费阅览、
下载。

老山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老山东里地址：石景山区老山东里小区入口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15001353078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337 路、527 路、941 路等老山站下车向西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团队排练、展览等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室外活动场所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郎园 Park 地址：石景山区上庄大街 18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10:00-18:30
联系电话：68211150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 号线八宝山站 B 口出向北 150 米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阅览、读书分享会、交响音乐会、家庭互动沙龙、书房志愿者活动

郎园 PARK 油画体验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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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街道综合文化中心由两部分组成，一处是街道图书分馆，位于杨庄中区玖玖源酒店一层，面积
550 平方米，藏书 16000 余册，内设图书阅览区、书画室、健身室、亲子乐园区和棋牌室。另一处是新
建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八角南路社区，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内设图书借阅、文化活动、文艺演出、
团队排练等服务项目。将于 2019 年底前投入使用。

八角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新址：八角南路社区 5 栋北侧
开放时间：2019 年底前投入使用
联系电话：13146655912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598 路、325 路、472 路在八角西街下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 号线古城路站下车向东 5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书画室、健身室、多功能室、团队排练、图书及报刊阅览

街道图书分馆地址：石景山区杨庄东街 72 号楼旁玖玖源酒店一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15369616307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598 路、399 路、527 路西街北口下车向西 200 米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室外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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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黑石头路 99 号，建筑面积 1860 平方米。内设 3D 打印体验室、棋牌室、
健身房、非遗项目展室和图书室、多功能活动厅、乒乓球室、台球活动室等。定期举办文艺展演、公益培训、
全民阅读等活动，为群众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五里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石景山区黑石头路 99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9:00 周六 9:00-17:30
联系电话：13522878132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597 路西山机械厂社区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及报刊阅览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室外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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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广宁村入口处。建筑面积 3880 平方米（文化中心 600 平方米，共享大
唐多功能厅 3280 平方米），设有图书分馆、电子阅览室、会议室、排练教室，配备舞台、灯光、音响、
LED 屏、乒乓球台等设备，可以满足教学、会议、小型演出及各种文体培训活动。街道共有业余文体团
队 29 支，队员 700 余人。品牌团队有艺枫舞蹈队、艺枫合唱团和艺枫模特队。定期在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组织开展特色文化系列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广宁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广宁街道广宁村入口处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30
联系电话：88991274 18701106163
公交到达方式：运通 101 路、931 路、959 路、981 路等广宁村站下车向北 50 米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 号线苹果园站下车转乘公交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及报刊阅览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外观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室外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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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谷街道综合文化中心由三处组成。第一处位于鲁谷南路 12 号，面积 1000 平方米。设有多功能厅、
图书阅览室、化妆间、培训室等场所，配备舞台、大屏幕、灯光、音响、台式电脑、钢琴、桌椅以及音控
室等设备设施，可举办小型演出、电影放映、阅读培训、合唱排练等活动。第二处位于鲁谷双锦园 16 号
楼底商，建筑面积 322 平方米。设有多功能厅、培训室等场所，可举办培训、书法绘画等活动。第三处
位于重聚园北门商业楼，建筑面积 712 平方米，集舞蹈排练、培训、图书阅览、小型活动等多功能为一体。

鲁谷街道中部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 1：石景山区鲁谷南路 12 号
公交到达方式：专 69 路六合园站下车，325 或 472 路六合园北站下车
电话：68623992
地址 2：石景山区鲁谷双锦园 16 号楼底商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325 路、472 路六合园北站下车向东
电话：68688792
地址 3：石景山区重聚园北门底商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545 重聚路、546 路莲芳桥南下车即到
电话：68688790
开放时间：周一 9:00-21:00 周三至周日 9:00-21:00（周二闭馆）
联系电话：68623023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舞蹈排练、培训室、书画室、图书及报刊阅览

中部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南部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北部综合文化中心内部中部综合文化中心室外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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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顶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金顶街五区甲 9 号 , 建筑面积 2354 平方米。集文化场馆、活动场馆、
党建中心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包括文化区、共享区、儿童区、便民区、多媒体区等功能分区。各功能厅
室均免费对外开放，辖区居民可通过关注公众号进行相应功能厅室的预约，丰富了地区居民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金顶街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金顶街五区甲 9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20:00 周六、周日 9:00-21:00
联系电话：18611117027
公交到达方式：472 路、489 路、961 路金顶街五区站下车即可到达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1 号线苹果园站下车，6 号线金安桥站下车换乘公交
免费服务项目：团队排练、书画学习、多功能室、展览、图书及报刊阅览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外部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室外活动场所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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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滨和园社区燕堤西街 7 号院，建筑面积 2000 余平方米，设有亲子、智慧、
茶艺、书画、红色、图书分馆等 13 个功能厅室。拥有音响、灯光、舞台，可开展大型活动及演出；设有
无障碍卫生间与无障碍通道；图书馆分馆藏书 1 万余册，可实现全市“一卡通”图书通借通还。科技元素
包括 VR 体验、智慧书包 iPad、科技黑板、智能检测一体机等。

古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石景山区燕堤西街 7 号院 1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20:30 周六、周日 9:00-19:30
联系电话：18911047740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327 路 、专 91 路燕堤南路西口站下车
免费服务项目：团队排练、多功能室、书画学习、展览、图书及报刊阅览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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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园街道文化中心由三处组成，建筑面积共计 2300 平方米。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包括舞蹈室、图书
阅览室、会议室、合唱室、瑜伽室、棋牌室、健身室等多功能教室，基本满足可以辖区居民需要。文化活
动中心举办各类演出、讲座、培训等文化活动，常年对辖区居民免费开放。

苹果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 1：石景山区西黄新村南里 3 号楼地下室
电话：13439206327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336 路、370 路、389 路、977 路、981 路、941 路快西黄村站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6 号线西黄村站下车
地址 2：石景山区苹一社区居委会西侧
电话：15010028152
公交到达方式：公交 336 路、112 路、116 路、977 路、399 路、663 路等至苹果园中学
地铁到达方式：地铁 6 号线至杨庄站下车
地址 3：石景山区西黄新村西里雍景双庐 17 号楼前地下室
电话：18201344786
公交到达方式：318 路、336 路、358 路、370 路、396 路、399 路、598 路苹果园南路东口站下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8:30  周六、周日 9:00-17:30
免费服务项目：团队排练、多功能室、书画学习、展览、图书及报刊阅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