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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文化馆

通州区文化馆成立于 1948 年，当时称为通县群众艺术馆。2013 年 10 月迁址新馆，位于通州区通
胡大街 76 号，现馆舍建筑面积为 9061 平方米。现设党支部书记 1 人（主管文化馆党支部全面工作）、
法人馆长 1 人（主抓馆内行政全面工作）、副馆长 1 人（主要负责馆内业务工作）。现有在岗职工 32 人，
其中中共党员 17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 27 人，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业务人员比例为 90%。

目前设有办公室、财务部、艺术部、创作部、舞美部、剧场管理部、摄影部、新媒体编辑等 12 个部
室，设有一个剧场，面积 1648 平方米，可容纳 550 人。文化馆每天对公众提供服务的开馆时间为 8 小时，
每周为 56 小时，无特殊情况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馆内常设免费开放演出、展览、讲座、排练、业余文
艺团队活动场所等 20 项。打造了一批艺术水准高、群众参与广、文化气息浓、政治信念强的大型群众文
化活动品牌。如“运河艺术节”、“我的舞台”、“正月十五梨园春—戏迷乐”活动、“文化下基层、送
福大拜年”活动、春节团拜会活动、新春惠民演出季等。新馆投入运营以来，我们每年开展新春惠民演出
季活动，邀请各类国家级专业演出团队走进通州百姓，所有大剧作为通州的百姓可以不花一分钱就能在新
剧场订票观看。

馆内还可供群众使用的活动室有美术活动室、老年活动室、少儿活动室、琴房、文化展厅、排练厅等
文化活动场所。组织群众文化馆活动、繁荣群众文化事业、文化宣传文艺活动组织、科技知识培训、文艺
创作培训、业余创作团体管理、业余文艺创作组织、村级文化室业务指导、群众文艺理论研究、文化交流、
民间文化艺术遗产收集整理与保护。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通胡大街 76 号
联系电话：56949386
公交到达方式：乘坐 322 路东关大桥站即到

通州区文化馆外立面夜景

通州区文化馆排练厅内部

通州区文化馆多功能厅

通州区文化馆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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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州区图书馆

通州区图书馆是一座由政府投资兴建的综合性中型图书馆，其前身可追溯到 1916 年成立的京兆通县
通俗图书馆及 1929 年成立的河北省通县县立通俗图书馆，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地市级一级公共图书馆。

2013 年 10 月，通州区图书馆搬迁至大运河北起点的东岸，全年 365 天免费开馆。作为通州区市民
终身教育的知识殿堂和城市文化内涵、文化品位的重要象征，馆舍在服务功能设置上高起点、高站位，为
社会公众提供文献借阅、讲座论坛、展览交流、信息咨询、青少年活动、文化休闲等文化信息服务，实现
了文化设施齐全，科技含量高端；馆藏资源丰富，专题阅读突出；组织建设严格，坚持深入基层；地域特
色鲜明，古籍典藏珍贵；少儿科普全面，校外教育扎实；全民阅读广泛，书香氛围浓厚。

通州区图书馆作为区重要的知识信息枢纽和精神文明建设基地，是通州区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北京市公共图书馆网络建设的重要节点及首都图书馆联盟成员馆、首都图书馆特色分馆、全国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区级分中心、北京市科普基地、北京市少儿科普阅览中心通州分中心、通州区文明诚
信示范窗口、通州区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示范基地等荣誉窗口单位。近年来，评为“书香中国·北京阅读
季最美阅读空间”“中共北京市委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北京市红领巾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奖”“通州
区志愿服务优秀组织奖”等众多荣誉称号。

通州区图书馆遵循“大开放、大服务”的服务理念，凭借藏、借、阅、咨一体化的开放布局，通过不
断创新服务手段，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广泛开展多元化、综合性的读者活动，努力创建个性化的品牌服务，
打造一个全新的图书馆服务形象，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亮丽窗口。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通胡大街 76-1 号
联系电话：5694 6795
公交到达方式：乘坐 322 路东关大桥站即到

通州区图书馆外立面

通州区图书馆四层阅览区

通州区图书馆八层展厅

通州区图书馆二层阅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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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中山大街 56 号院 2 号楼 3 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0-17:00
联系电话：69546191 或 60563961
公交到达方式：322 路、806 路、804 路、317 路、316 路－西门路口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排练厅、声乐室、多功能厅、书画室

地址：通州区新华西街 15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 8:00-12:00 下午 13:00-17:00
联系电话：69546191 或 60563961
公交到达方式：322 路、806 路、804 路－西大街路口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排练厅、声乐室、多功能厅、书画室

北苑街道文体活动中心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 56 号院 2 号楼三层，建筑面积为 1227.36 平方米。内
设舞蹈排练室、声乐排练室、书画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未成年人活动室和多功能演艺厅等，
是一个集文化娱乐、教育培训、作品展览、图书阅览、团队排练等为一体，覆盖辖区居民文体生活服务所
需的现代化、多功能街道级文体活动中心。

北苑街道文体活动中心是通州区首家通过政府购买专业服务进行日常运维和项目管理的街道级文化中
心，不仅实现了全年向辖区居民免费开放，而且各类特色文化活动和培训课程的开展，更是聚集了百姓人
气儿，真正做到了从百姓需求出发，通过精准化的服务模式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吸引了越来越多文化志愿
者的纷纷加入。

在总分馆制方面，实现了人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模式。一是日常服务全天候。在保证一周开放 7 天，
每天开放不少于 8 小时的基础上，实行延时服务制，将开放时间延长至早 8 点到晚 8 点，全天候服务辖
区百姓。二是预约服务常态化。日常运维采取预约式服务，文艺团队日常排练、各类文艺演出和培训课程
的开展均需预约使用活动室，以确保各功能活动室得到充分合理利用。三是图书配送精准化。坚持试点先行，
与区图书馆形成合力，采取“订单”式服务模式为百姓配送专属书单，真正实现了精准化服务。

在特色活动方面，不断创新品牌全方位服务辖区百姓。一是打造“书香北苑”全民阅读品牌，策划开
展图书漂流、读者沙龙、亲子故事会等系列全民阅读活动，营造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二是打造公益小课
堂特色培训课程，在每周六、日固定时间开设书法、绘画、古琴三类艺术培训课程的基础上，为吸引白领
和青少年群体参与地区文化建设，利用日常排练后的空余时间开设“瑜伽班”和“四点半课堂”，真正实
现从居民需求出发，增强了居民的文化获得感。 三是打造“文化北苑”特色菜单，通过建立“互联网 +”
公共文化服务平台，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群众文化活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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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店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永乐店镇东张各村西口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2:30-17:00；周六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8:00
联系电话：80596454
公交到达方式：805 路永乐店北口东行 2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教室、乐器教室、多功能室

为了认真落实中央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丰富和活跃群
众文化生活，永乐店镇文体活动中心项目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开工建设，用地总规模 976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5058 平方米，总投资 2283 万元，计划于 2017 年 6 月正式投入使用。中心内设图书阅览室、
党建室、电教培训室、多功能健身娱乐室等设施，是集培训、阅览、健身、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文体活动
中心。中心将对丰富我镇文化生活，提高文化品味，拉动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全镇经济快速发展起到积极
的促进作用。书画爱好者进行现场指导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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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集镇文化服务中心位于西集镇郎东村，总建筑面积 2497 平方米，总投资 1100.06 万元。于 2012
年 1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12 月投入使用。一层有多功能厅及排练室，主要用于舞蹈、书法、绘画培训。
舞蹈排练，节目演出；有图书室，主要用于图书阅读、借阅；有会议室、接待室、办公室。二层有培训教
室兼道德讲堂，用于理论知识、计算机知识培训，开展道德讲堂活动；有太极、瑜伽室；有多功能健身娱
乐室：配备电动跑步机、键骑机、手脚复合健身车、腿部伸展训练器、拉伸训练器等；并设置了体质监测站，
可对全镇不同人群在心率、握力、肺活量等十几项进行体质检测；有乒乓球室和台球室。

我镇文化服务中心投入使用后，为我镇五月鲜花歌咏比赛、镇歌手大赛、镇戏曲曲艺比赛、业余星火
工程演出队节目审核、镇文艺活动彩排和演出、镇乒乓球比赛、镇台球比赛、镇体质检测等活动提供了便
利条件。多功能厅日常全天免费开放，成为广大群众声乐、舞蹈等培训、排练和演出的重要场所。

西集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西集镇文体活动中心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上午 8:00-11:30
     下午 12:30-17:00
联系电话：61516689
公交到达方式：804 路 - 郎府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健身室，乒乓球、台球室、电子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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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镇政府多方协调，2012 年 7 月我镇在区文委的大力支持下在镇中心区——漷兴一街，103 国道右侧，
（公交 938 凤港基地站）建成一个建筑面积 3854 平方米的镇文体活动中心即“漷县书院”。

2014 年 9 月，已全部投入使用，服务于全镇 6 万余人。一层是图书馆和多功能厅、二层是摔跤馆、
三层是太极馆和传统文化教室、四层是匾额陈列室。现在 10 名工作人员分工负责文化中心的保障工作。
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所有项目免费开放，实现规章制度健全，服务内容明确，保障机制完善。

漷县镇文化服务中心每天从早 8:30 到晚 5:00，开放时间 8 小时。图书馆每天开放，接待读者；文化
服务中心每天有太极拳晨练班，周三有机关干部太极拳班，周一、周三有摔跤，多功能厅根据时间安排有
各种文艺活动、会议、讲座等。

漷县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漷县镇漷兴一街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14:00-21:00
联系电话：80589614
公交到达方式：938 路凤岗基地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摔跤馆、太极馆、多功能厅、国学教室、匾额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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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湖镇文体活动中心位于台湖镇铺大路 25 号，建筑面积 4172 平方米，内设有图书室（是通州区图
书馆分馆）、电子阅览室、少儿活动室、文化信息共享工程点、多功能活动室、数字电影放映厅、声乐室、
体测站、健身室、乒乓球室、台球室、羽毛球馆、篮球馆，室外配建有篮球场，功能齐全；T109、通 11
路公交车均可直达，交通便利。

中心先后举办了“我和我的祖国”群众舞蹈培训、台湖中秋诗歌朗诵比赛、“祖国万岁”通州区庆祝
建国 70 周年文艺演出合唱培训、台湖镇第四届羽毛球比赛、北京市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培训等活动，
是台湖居民休闲娱乐的文化阵地。

台湖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台湖镇次渠南里次渠家园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7:30-11:30 13:30-17:30
联系电话：61532585
公交到达方式：乘坐 637 路、820 路、986 路、通 11 路等均可到达
免费服务项目：棋牌室、图书室、台球室、乒乓球室、养生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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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桥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临河里 101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56405153
公交到达方式：通 6 路小街之春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教室、乐器教室、多功能室

玉桥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位于土桥社区方恒东景小区内，2013 年 10 月区文化委将该设施使用权交付
给玉桥街道，街道于 2014 年 9 月开始对该文化中心进行升级改造和设备配置，2015 年 12 月底验收完
毕，2016 年初全面对外开放，总建筑面积为 1012.45 平方米。内部设有多功能活动室、图书阅览室、书
画室、刺绣室、早教室、舞蹈室、合唱室、乒乓球室、心理咨询室和数字影院十个区域，可同时容纳 300
人进行文化活动。

玉桥街道文化服务中心自开放以来为辖区居民提供了包括图书阅览、展示展览、团队活动、党员服务、
健身锻炼、科普教育、心理辅导、娱乐休闲、网络信息、慈善互助等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尤其注重适合老
年人、青少年、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服务项目。文化服务中心目前已成为基层宣传文化的重要
阵地，街道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定期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促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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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张家湾镇三间房村（成人学校内）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2:00 13:00-17:30
联系电话：69579156
公交到达方式：801 路、802 路公交车（三间房村站）
免费服务项目：毛主席肖像珍藏室、非遗传承工作室、书画室、文体室、图书室、阅览室、培训室 

三间房村文化图书室位于三间房村委会内，始建于 2010 年，占地面积 30 平方米，现有图书藏量
1400 余册，本图书室图书、书架、书橱、阅览桌等设备已配置办齐全，并设有管理员一名。并制定了图
书室管理制度；图书室借阅制度；3、读书会员守则。为了便于工作，我们还制定了借阅登记册，借有登
记，还有注销，登记册把所有常来借阅人员，登记入册，便于联系建议册，便于借阅人员对图书室提出各
种工作建议，听取群众意见，更有利搞好图书工作。图书室不分节假日，全年每天 8 小时，对外开放。村
民、企业职工，可以随时免费到图书室阅览，借阅各类书籍，图书室内始终保持 干净整洁，图书码放整齐。
并且积极组织关于读书的活动。室内藏书共分为 15 类，内容涉及到哲学、文化、科学、教育、语言、文字、
文学和艺术等多个方面，图书分类上架，并在每个书架上进行适当标注，以方便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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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马驹桥工业区东路 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全天 8:30-18:00
联系电话：60590627
公交到达方式：通 12 路－西店环岛站   927 路－西店环岛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教室、电子阅览室、书法教室、多功能室

马驹桥镇综合文化站坐落在马驹桥镇二街村 15 号院内，建筑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内设计算机室、
活动室、图书室、培训室、书画室等。根据群众需求，常年开展舞蹈、合唱指挥、绘画、书法等各类文化
培训活动，年均参与人数达千余人次。连喜评剧社、笑苑曲艺团等 10 支余品牌团队，在参加市区级比赛中，
多次获得优异成绩。

文化服务中心广泛开展了书香马桥等镇级主题系列活动和“祖国颂歌”歌咏比赛等文化活动，丰富了
群众业余文化生活，增加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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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北大街 11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9551910
公交到达方式：乘 322 路、666 路、806 路等公交车新华大街站下车，往东直行 100 米左转至北大街路口，往
北直行 300 米即到。
免费服务项目：便民服务、会议召开、文化娱乐、休闲健身、图书借阅、上网浏览等内容。

新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位于通州区北大街 11 号，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共建有三层，街道综合文
化中心与街道党群活动服务中心资源共享。2018 年 3 月竣工，7 月 1 日试运行。新华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坚持“服务社区群众，丰富文化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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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益的教育、学习娱乐健身等活动，满足辖区居民群众多
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新华街道下辖 9 个社区、5 个社区已拆迁，目前社区文化活动室 4 个，图书室 2 个，藏书万余册。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室内功能齐全，配有电视机、音响、电脑、图书、文体器材等多种设施。街道综合文化
中心的建立，更加完善了对辖区居民服务硬件设施方面的保障，提高文化效能的供给。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建有综合会议室、综合活动室、图书室与电子阅览室、朗读室、书画室、儿童活动
室、棋牌室、体能活动室等，实行集约式管理一室多能，例如心理咨询室同时兼有法律咨询室和党代表联
络室的功能等，满足群众的多方位需求。

自街道综合文化中心建立以来，根据群众需求，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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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和培训群众文艺骨干；协助区
有关部门配送公共文化资源，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宣传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提升了百姓生活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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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仓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水仙西路 83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9553567
公交到达方式：552 路水仙西路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教室、乐器教室、多功能室

中仓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与中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合用同一场地，中心位于通州区新城东里小区 10 号
楼西侧，隶属于中仓街道，占地面积约 160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700 平方米。于 2018 年 3 月建成并
投入使用。开放时间为工作日早 8:00 至晚 5:30。

中仓街道文化服务中心充分利用党建墙，借用景观、雕塑、展板、等载体，图文并茂，生动传播党建
知识，以艺术的形式把党建元素与文化元素融为一体，图文并茂展现在党员群众面前，着力建成一个党性
教育、文化宣传、学习教育、休闲健身于一体的党群教育、党员干部廉政教育、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党
群工作宣传阵地。

中仓街道文化服务中心主要分为 5 个功能区域，其中，党建广场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党建广场建
有党旗主题雕塑、社区党建展示墙、光荣榜，党建广场还可召开露天会议，可容纳 500 人；党史党建展
览区占地面积约 80 平方米，可通过声光电形式介绍党史知识及街道党建工作；会议学习活动区占地面积
约 200 平方米，有 LED 拼接屏幕，现有折叠桌 20 个、折叠椅 80 个，可供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讲党课，
或者企业团体开会、培训、居民文化活动等使用；图书阅览区占地面积 20 平方米，可供 8 人同时阅读；
小会议室 20 平方米，有沙发 8 个；书画棋牌室及各类协会活动室等场所共计 80 平方米，可提供个性化
活动场所。

中仓街道文化服务中心的建成，构建了以街道工委为核心、基层党组织为纽带、全体党员为基础、社
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党建工作新格局。中心自 2018 年建成以来，共承接各种活动 120 余场、组织党课学习
50 余场、接待参观团体 70 余个，服务周边党员及群众 3 万余人次。实现了党的政策、政府服务、先进文化、
便民服务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使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联系党员和群众的纽带、教育党员和群众的阵地、
服务党员和群众的窗口，在副中心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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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务村乡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于家务乡于家务村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7:30-17:00
联系电话：80534676
公交到达方式：T101 路－于家务南口站 43 路－于家务站 927 路－于家务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教室、多功能室、培训室、电影放映厅、电子阅览室

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是通州区唯一的一个少数民族乡，下辖23个行政村、1个社区。常住人口3.8万人，
流动人口 1.1 万人。目前因新建文化中心项目先期手续已准备完毕，现上级部门正在调整控规，所以没有
独立乡文化服务中心，现与乡成人教育中心资源共享。占地面积 466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50 平方米，
其中有计算机教室、辅导室、多功能排练室、图书室、阅览室等。能举办培训、辅导、举办各种活动等功能。



●
 

北
京
市
通
州
区

241

梨园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新成嘉园小区物业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30
联系电话：60524272
公交到达方式：938 路
地铁到达方式：八通线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教室、乐器教室、多功能室

梨园镇文化服务中心与组织部共享位于新城嘉园小区内的党群动员中心，该中心面积 2660 平方米，
内设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排练室、展览室、科技馆等文化设施。目前该中心正在进行紧张的后期筹备，
预计 11 月投入使用。届时，梨园的群众就能享受更加便捷的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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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城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紫运园小区霍屯村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14:00-21:00
联系电话：89581563
公交到达方式：804 路 - 霍屯村站 通 19 路 - 霍屯村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多功能厅

潞城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位于潞城镇霍屯村，紧邻北京城市副中心。服务中心于 2009 年开工建设，
用地总规模 26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258.42 平方米，并于 2018 年 8 月提升改造建成，总投资 800
余万元。中心内设图书阅览室、党建室、多功能健身娱乐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排练室、数字影厅、
书画室、改革开发展览室、一站式办公、文化活动室、四点半课堂、会议室、协商议事厅等集培训、阅览、
健身、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服务人口达 2000 余人。开放时间为：14:00- 21:00  周一、
周二、周六上午 8:00- 12:00 错峰活动。

潞城镇霍屯村综合文化活动室有工作人员 7 名，其中专职工作人员 6 名，切实为广大健身文化娱乐
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干净、整洁、环境优雅的活动场所。目前在此已举办多场综合性文化演出、文化培训等
活动，综合文化活动室对丰富我村文化生活，提高文化品味，拉动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我村精神文化快速
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图书室 文化活动室（书画室）

乒乓室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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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永顺镇杨庄路 249 号杨庄村委会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9543077
公交到达方式：615 路、824 路、667 路、快速直达专线 54 路－陈列馆路
免费服务项目：综合文化室、图书室、阅览室、电子阅览室、棋牌室、书画室等

 永顺镇综合文化中心由于近期刚刚完成装修任务，现阶段未投入使用。为了不影响为辖区居民提供基
本公共文化服务，永顺镇综合文化中心与杨庄村综合文化站进行资源共享。现永顺镇综合文化中心室内建
筑面积 800 余平方米，室外活动面积 600 平方米。设有文化室、图书室、电子阅览室、电影院、乒乓球室、
篮球场、足球场等设施。充分利用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演出、培训、讲座等活动，
极大的满足了我镇居民对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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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东南，( 老政府路东原宋庄小学，宋庄镇林业站旁 )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9596669
公交到达方式：2 路－宋庄站 18 路－宋庄站 808 路－宋庄站
免费服务项目：图书室、舞蹈教室、绘画教室、烹饪教室、会议室、多功能室

宋庄镇文体中心与宋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资源共享，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东南 ( 老政府路东原宋
庄小学，宋庄镇林业站旁 )。占地面积 30 余亩，总建筑面积 1951 平方米，包括办公区、教学区、生活区，
专业培训教室有：书法教室、绘画教室、手工教室、音乐教室、舞蹈教室、棋牌教室、烹饪教室、计算机
教室、健身活动室、茶艺室、阅览室等。

硬件设施的齐备，为我镇举办各种活动奠定了基础，丰富多彩活动的举办将持续带动我镇文化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使更多的百姓参与到我镇举办的各项集体活动中，通过组织文体活动促活跃，把党委政府的
工作重点及时宣传出去，提升我镇百姓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