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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南街 20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9:00-20:30（自习室）
联系电话：010 － 69447265 010 － 69423125（总机 )
公交到达方式：850 路、850 路快、856 路、86 路、915 路、915 路快、945 路、顺 11 路、顺 14 路、顺 17
路东风小学站
地铁到达方式：15 号线顺义站 D 出口，向南 9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报刊阅览室、少年儿童阅览室、电子阅览室、自习室、文献资源借阅、检索与咨询、公益讲座、
展览、基层辅导、流动服务、存包、电子文献

北京市顺义区图书馆

顺义区图书馆馆舍建筑面积 4520.4 平方米 , 承担着为社会百姓提供文化信息服务的职责。本馆现有
藏书 90 万余册，订阅报刊 800 余种。馆藏书刊全部实行开架借阅，为读者提供图书、报刊、电子图书、
网络查询、数据库检索、资料代查、光盘检索、资源共享、网上预约、送书上门等服务项目，实行全年
365 天开放，全天延时服务，每周开馆 63 小时 。

顺义区图书馆始终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为宗旨。 在做好阵地读者服务工作的同时，还在全区
开展了基层图书室、共享工程、益民书屋、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化建设五大工程，建立基层图书室 600
余家、共享工程服务点 428 家、益民书屋 482 家、公共电子阅览室 152 家。同时开展读书进社区、读书
进农村、读书进校园、读书进军营等系列活动，在服务方式上注重把借阅服务与读书活动相结合，作为顺
义区青少年校外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校外教育职能，为我区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优雅的阅读环境，丰富的图书报刊，方便、快捷的服务吸引着众多的读者，社会效益日见显著。先后
被文化部和北京市文化局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文明图书馆”、“读者喜爱的图书馆”等光荣称号。

潮白书苑内潮白书苑外

少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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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南街 2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00 14:00-17:30
联系电话：010-69422929
公交到达方式：850 路、850 路快、856 路、86 路、915 路、915 路快、945 路、顺 11 路、顺 14 路、顺 17 路
东风小学站
地铁到达方式：15 号线顺义站 D 出口，向南 10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展览厅、多功能厅、排练厅、室内培训教室（绘画、国学经典、书法、摄影、二胡等）、阅览室、
音乐舞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展示厅

北京市顺义区文化馆

顺义区文化馆始建于 1949 年 10 月，现馆 1987 年投入使用，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在免费开放工
作和服务基层工作中，每年举办摄影、美术、书法、舞蹈、戏剧、文学等各类艺术培训辅导班近 60 期，
业务干部下基层 1300 余人次，辅导 2 万余人。

全区性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有五个：二月新春、五月的鲜花、十月金秋、薛庄木雕艺术节、京冀风景线
书画联展等群众系列文化活动。为配合全区性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每年还组织舞蹈、秧歌、花会、戏剧等
各项大赛，群众参与广泛。文化馆多次组织全区优秀节目参加全国省市级大型活动表演并获得奖项。

展厅

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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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大街 12 号院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81493478 / 61496367
公交到达方式：850 路、850 路快、顺 2 路石园北区站；850 路、850 路快石园东区北门站；850 路、850 路快、
955 路石园南区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舞蹈室、体育活动室、棋牌室、音乐教室、图书馆（升级改造中）、电子阅览室（升
级改造中）、书画教室（建设中）、儿童活动室（建设中）

石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石园街道综合文化中心于 2016 年 1 月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3015.14 平方米，其中文化厅室占
1050 平方米，包含电子阅览室、图书室（改造升级中）、儿童活动室（建设中）、多功能厅、舞蹈室、
体育活动室、棋牌室、音乐教室 7 个功能用房，每天 9 时至 17 时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设有街道文化广场、
顺义五中体育场两处室外活动场地。

石园街道以“核心助享”“和合共享”“长幼乐享”“品味拥享”“公益分享”为原则，形成“五享”
文化品牌，现有 14 支文化团队，涵盖舞蹈、合唱、体育等方面

电子阅览室 棋牌室

体育活动室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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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辅线延长路 47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17:00-20:00 周六、日 8:30-11:30 14:00-17:00
联系电话：89470140
公交到达方式：顺 23 路、24 路、39 路、20 路俸伯派出所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厅、图书阅览、乒乓球室、台球室

南彩镇文化中心于 2013 年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包含图书阅览室、多功能厅、体育
活动室等功能性用房。此外，我镇将后郝家疃村文体中心打造为镇级综合文化中心分中心，建成后将成为
集图书阅读、文化娱乐为一身的综合文化场所。

南彩镇文体活动中心以“月月有活动，人人能参与”为准则，结合传统文化节日，广泛开展一系列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受众广泛的文体活动，着重打造南彩特色文化品牌。

南彩镇综合文化中心

台球室图书室

乒乓球室多功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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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社区综合文化室建成于 1991 年，设有多功能厅、图书室、书画室、棋牌室、舞蹈室等多间活动
用房。社区以“和”文化为主题，打造了“夕照桃源”为老服务、“邻里节”、“孝亲好儿女、好儿媳”、
“和谐家庭、和谐单元、和谐邻里” 等特色文化活动。

胜利社区近年来荣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北京市魅力社区、首都文明社区等荣誉称号。

胜利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图书室棋牌室

书画室 多功能厅

地址：1. 北京市顺义区建新南区甲 8 号楼 2. 北京市顺义区龙府花园社区 6 号楼
开放时间：1. 暂未对外开放 2. 周一至周日 8:30-12:00 12:30-17:00
联系电话：81487695
公交到达方式：1. 顺 1 路、顺 22 路、顺 26 路、顺 31 路怡馨家园站
       2. 顺 19 路、39 路、24 路、22 路、41 路龙府花园站
地铁到达方式：15 号线顺义站 D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1. 体育活动室、舞蹈室、音乐室、棋牌室、书画室
       2. 图书借阅、电子阅览、讲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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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镇文体综合活动中心于 2013 年 10 月建成投入使用，建筑面积共 2000 平方米，室外篮球场 1200
平方米，主要有篮球场、电脑教室、书画室、台球室、健身室、舞蹈室、图书室、会议室、多功能厅等功
能用房，每天 08:30 至 20:30 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建有双阳文化广场为镇级室外活动场地。

杨镇现有舞蹈队、合唱队、戏曲队、书画社共 30 余支文化团队，涵盖舞蹈、歌曲、戏剧、书画等方面。

杨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大集市场南路东侧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20:30
联系电话：61451495
公交到达方式：918 路、顺 19 路、顺 20 路、顺 23 路、顺 33 路杨镇站
免费服务项目：书画室、健身室、图书室、排练室、多功能厅

文化中心入口 图书室

篮球场电脑教室

多功能厅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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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镇文化活动中心位于天竺镇政府内，归天竺镇政府主管，属公办设施。占地面积约 650 平方米，
主要用于开展文化活动、大型会议等，设施规模包括 LED 及控制系统、电子显示屏、投影等，主要服务
镇周边村、居百姓，为有组织的舞蹈队伍等演出提供场所为主。（未对外开放）。

天竺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府右街 6 号
开放时间：不对外开放
联系电话：80462349
公交到达方式：850 路、955 路、顺 42 路、空港 3 路、顺 22 路天竺卫生院站

活动中心多功能厅图书室

活动中心外立面

图书室

舞蹈排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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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小营镇文化活动中心建于 2007 年。已建有图书室、儿童阅览室、文化活动室、舞蹈排练厅、多功
能厅、化妆室、换衣间等文化活动室。主要服务于全镇居民，日常图书阅览，文体活动开展，书法绘画培训、
舞蹈排练等活动。目前，我镇文化活动中心常年举办二月新春文艺汇演、五月鲜花百姓文艺汇演、十月金
秋书法绘画大赛、红歌大赛、百姓卡拉 OK 歌唱大赛等文艺活动项目。

北小营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北小营镇府前街 9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83863372   
公交到达方式：顺 16 路北小营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文艺演出、电影放映

书画展览厅

文化活动中心外立面 文化活动中心舞台

文化活动中心观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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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石槽镇文化中心于 2016 年 3 月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2900 平方米，其中文化厅室占 260 平方米，
包含电子阅览室、图书室、多功能厅、舞蹈室、书画室、VR 体验室等 6 个功能用房，每天 9 时至 17 时
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设有镇文化广场室外活动场地。

东石槽村已拆迁，东辛庄村文化室计划重建。

北石槽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北武路一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联系电话：60425030
公交到达方式：顺 25 路、942 路、80 路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北石槽镇文化中心外

图书室

多功能厅

文化中心广场

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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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丰街道文化中心于 2018 年 10 月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1486.78 平方米，设置有图书阅览室、电
子阅览室、文艺排练室、辅导培训室、手工书画交流室、多功能活动厅、体育健身室、综合展览厅、办公室、
文体广场，建设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名称标示牌。每天 8 时至 18 时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设有户外文化广场、
顺义十五中体育场两处室外活动场地。

街道综合文化中心设置在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环境优美、方便服务群众的地域。房屋建筑及功能布
局做到开放规范，标准配套，文化氛围浓厚，综合利用率高的合理设置。

双丰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丰街道香悦西区 5 号楼一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联系电话：69402001  
公交到达方式：顺 3 路、顺 6 路马坡二区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电子阅览室 图书室

文化室 多功能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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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镇人民政府文化中心于 2019 年 7 月开始升级改造，总建筑面积 2350 平方米，包含舞蹈室、音
乐室、报告厅、书画室，每天 8:30 至 17:30 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设有仁和文体广场（改造升级中）、
仁和公园两处室外活动场地。

自 2018 年以来，仁和镇开展“党建领航 文化铸魂”系列活动，以文修身、以文养性、以文提素、
以文导行、以文促谐、以文倡廉六个方面为主要内容，形成特色文化品牌，现有 25 支文化团队，涵盖舞蹈、
书法等方面。 

仁和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顺平西路 9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7:30
联系电话：61406778 
公交到达方式：顺 1 路怡馨家园站
地铁到达方式：15 号线顺义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室、音乐室、报告厅、书画室

报告厅、会议室舞蹈健美室

二楼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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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桥镇综合文化中心建于 2011 年，总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目前位于李桥镇政府院内，与王家场村、
沿河村共建共享，将王家场村综合文化室和沿河村综合文化室纳入镇级综合文化中心管理范畴，其中包含
多功能厅、书画教室、音乐教室、图书室、电影放映厅、体育活动室 6 个功能用房，每天 8:00- 11:00、
14:00- 17:00、19:00- 21:00 向公众免费开放。李桥镇文化广场位于镇域西侧，广场占地 10000 平方米，
配备篮球场、足球场等文化娱乐设施，为群众业余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活动空间。

李桥镇每年定期举办“二月新春”、送春联、“五月的鲜花”、“十月的金秋”、最美照片征集、体
育赛事、趣味运动会、健身操舞培训等文体活动，形成“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的特色文化品牌。李
桥镇内现有事旺兴艺术团、头二营村京剧社、李桥中学京剧班、芦各庄村潮白情艺术团、樱花园社区舞蹈队、
馨港社区合唱团、民乐队等共 20 支文化团队，涵盖戏曲、合唱、舞蹈、乐器演奏等方面。

李桥镇综合文化中心（与王家场村、沿河村共建共享）

地址：1. 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龙塘路 181 号李桥镇人民政府前
   2. 北京市顺义区王家场村村委会内
   3. 北京市顺义区沿河村六条 2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1:00 14:00-17:00 19:00-21:00
联系电话：89426128 
公交到达方式：顺 42 路李桥镇政府站；顺 12 路王家场站；顺 12 路沿河邮局站
免费服务项目：篮球活动、足球活动、舞蹈排练、图书阅览、乒乓球活动室、棋牌室、多功能厅、化妆间

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

音乐教室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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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镇镇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位于龙湾屯镇政府院内，总建筑面积 890 平方米。内部设置图书阅
览室、台球室、健身室、多功能厅以及会议室。镇级图书阅览室设在镇政府东楼四层，台球室与健身室位
于东楼三层，多功能厅与会议室位于西楼后侧。文化中心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3 人。在龙湾屯镇电管站南侧
建有镇级文化广场，总占地面积 13006 平方米，可供周边六个村的村民进行文化活动与健身运动。可为
镇级户外活动提供场所。

龙湾屯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府前街 13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00
联系电话：60465222
公交到达方式：顺 31 路龙湾屯站
免费服务项目：文艺汇演、展览、图书室、健身室

图书室健身室

文化广场

多功能厅 台球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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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镇文化中心于 2014 年 6 月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包含多功能厅、会议室、体育健
身活动室等功能用房，每天 8:30 至 16:30 向公众免费开放。多功能厅配有音响、灯光、舞台等设施，可
容纳观众 200 人；体育健身室设有台球案子 2 个、乒乓球台 4 个、健身器材 10 余种。同时，在张镇浅山
公园设有区图书分馆，藏书 1.5 万册，坐席 30 个；户外文化广场 1 处，设有篮球场、健身器材、座椅等。
此外，与驻马庄村养老驿站共建共享，为老人们提供优质服务。

张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大街 3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30-16:30
联系电话：61480550
公交到达方式：顺 19 路、顺 40 路、918 路、郊 99 路公交车张镇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室、图书分馆、健身室

多功能厅 健身室

外立面 图书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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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河一区光明 + 活动空间介绍
滨河一区光明 + 活动空间是光明街道“光明＋”整体项目中的一个重要工程。建筑面积大约 1000 平

方米。目前的功能主要有：培训、活动等等。现在已经基本实现的引进项目有：非遗文化展览活动、提供
儿童活动空间，乒乓球及小型体育活动场所。 

裕龙五区爱 TA 空间介绍
爱 TA 空间是光明街道“光明＋”整体项目中的一个重要工程。

于 2018 年 8 月份开始实施改建，建筑面积大约 200 平方米。目前的
功能主要有：会议、培训、活动、阅览等等。现在已经基本实现的引
进项目有：顺义图书馆分馆、顺义区园艺驿站以及养老驿站的动态延伸。

图书分馆可以为居民提供 2 万册图书，可以实现与北京市各个图
书馆的通借通还功能；园艺驿站则为居民提供每年不少于 20 次的绿植
培训课程和“请进来、走出去”的绿植养护经验交流以及观摩体验；
而养老驿站的动态延伸则以我们现有的养老驿站为基础（那边的养老
驿站由于空间有限，只能提供一些静态服务，比如医养结合、理疗陪
护等等），但是一些关于老年人的活动沙龙就可以在这边实现。

从空间和家具设计，爱 TA 空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多种变化：我们是桌子都是同样规格的，可以根据会
议要求随时变化拼摆；低处的书柜目前是将整个空间隔成了两个空间，
如果以后要是有大型会议，我们可以将书桌推到一边（下面有万向轮），
就可以满足大型会议需求了。

光明街道：

1. 裕龙五区爱 TA 空间  2. 金港家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装修中）
3. 滨河一区光明 + 活动空间  4. 东兴四区活动室（装修中）

地址：1. 北京市顺义区光明街道裕龙五区 13 号楼物业玻璃房
   2. 北京市顺义区金汉绿港一区 9 号楼 326、327 室金港活动中心
   3. 北京市顺义区滨河一区甲 20 号楼西侧光明＋活动空间
   4. 北京市顺义区东兴一区甲 30 号楼东兴四区活动室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89408057 69448561
公交到达方式：1. 顺 1 路－裕龙四区站；915 路、29 路滨河小区站
       3. 顺 1 路、顺 29 路、915 路、918 路滨河北门站，步行 300 米、滨河东门步行 200 米
地铁到达方式：15 号线顺义站 C 口
免费服务项目：1. 多功能室、文化活动室、裕龙五区园艺驿站（园艺培训）顺义图书馆分馆、养老驿站动态延伸
       3. 儿童活动空间、乒乓球活动空间、举办活动

非遗照片儿童活动空间

室内园艺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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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务镇常住人口 1.1 万人，下辖 15 个行政村。2018 年投入使用的龙狮舞训练基地使用面积 1800
平方米，训练场地设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地、乒乓球场地和台球场地，可以满足舞蹈培训和健身训练及比
赛。现图书室设立在北务镇政府三楼，面积 40 平方米，坐席 10 个，现已经从新选址申请顺义图书馆分馆，
更好的方便百姓读书读好书。北务镇文体中心 2019 年从新选址进行装修改造，设置各种功能区，更好的
为百姓提供服务。北务镇村村都有舞龙队和舞蹈队，每年农闲举办全镇舞龙大赛、广场舞比赛，全力打造
龙狮舞品牌特色文化，龙狮舞进校园活动在中小幼常规性推进，为传统民间艺术做好传承与发展。

北务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北务镇政府街 20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00
联系电话：61421942
公交到达方式：顺 18 路邮局站；S101 路北务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厅、多功能训练场、图书阅览、电影放映

龙狮舞训练基地 龙狮舞训练基地 

龙狮舞训练基地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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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营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昌金路 134 附近
开放时间：内部装修中
公交到达方式：856 路、空港 5 路、顺 11 路、顺 30 路、顺 46 路赵全营站

赵全营镇文化中心位于镇政府对面向西大约 200 米，建筑面积 2000 平方米，内设图书室、书画室，
多功能活动室，妇儿活动室。镇内有剪纸、鸣虫葫芦蒙芯雕刻，凤阳歌三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每村都有文
化活动队伍，每年组织演出、会议、培训，基层党建等活动 80 余场。

图书室 书画室 

多功能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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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预计于 2020 年投入使用，- 1 至 5 层全部用于综合文化中心使用，总
建筑面积 2333.44 平方米。建成后，文化中心内将设有展览厅、VR 体验区、电子阅览室、图书室、多功
能厅、舞蹈室、录音室、体育活动室、书画教室、音乐教室等多个功能用房，每天 9 时至 17 时向公众免
费开放。同时设有空港街道党建公园（在建）、空港小学体育场、空港二小体育场、新英才体育场、鲁能
泰山体育公园等多处室外活动场地。

辖区内先后成立了万科城花舞蹈队、阳光合唱团、花之韵舞蹈队、吉祥评剧队、高跷张艺术团、万科
太极队等文艺队伍 30 余支，积极组织其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促进群众精神文明建设。 

空港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街道三山新新家园 4 区 1 号楼（-1 至 5 层）
开放时间：（预计 2020 年投入使用）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80471650
公交到达方式：顺 26 路、顺 57 路 香蜜湾站；顺 28 路、855 路三山小区站
地铁到达方式：15 号线后沙峪站
免费服务项目：舞蹈排练、VR 体验、书画培训、录音室、健身房、多功能室、展览、图书阅览、报刊阅览

( 此图为效果图，尽供参考，请以最终装修结果为准 )

( 此图为效果图，尽供参考，请以最终装修结果为准 )( 此图为效果图，尽供参考，请以最终装修结果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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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坡镇文化中心分两部分，剧场位于镇工业区范围内，由体育中心改造升级而来（现正在施工改造中），
文化活动室位于我镇中晟馨苑 1 号院内，由图书室、电子阅，览室、棋牌室、多功能厅等组成。镇域内有
2 支舞蹈队（30 余人），1 支中软乐队（20 人），每年组织各种问题活动超过 60 场。

顺义区马坡镇剧场 / 马坡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1.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工业区聚源西路 7 号
   2.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中晟馨苑 1 号院 8 号楼地下室
开放时间：1. 周一至周五 9:00-17:00 2. 周一至周日 8:30-17:00
联系电话：80471650
公交到达方式：1. 顺 30 路，顺 20 路，顺 49 路，顺 46 路，916 路秦武姚站
       2. 顺 15 路，顺 30 路中晟馨苑站
免费服务项目：剧场、图书室、电子阅览室、儿童青年活动室

老年活动室棋牌室

篮球场 篮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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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有关要求，旺泉街道在区文化委以及街道工委、
办事处的正确领导下，始终坚定“四个自信”的文化建设目标，积极配合区委严格落实“1+3”公共文化政策，
以人为本、创新文化理念，以打造“幸福街区 魅力旺泉”为主线，努力完善文化服务体系，健全文化中心
硬件建设，结合街道实际情况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精心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街道工委在市、区两级文化部门对基层文化建设的大力支持下，对文化设施建设和设备添置大力投入，
全面完善社区各类文化功能场地。2017 年在澜西园投建旺泉街道市民学校，并将街道综合文化活动中心
迁址于此。建设面积约 3575 平方米，包含茶艺、绘画、舞蹈等多种功能教室，全面打造教育、培训、展览、
演出等多功能一体的文化场所。

自旺泉街道综合文化中心投入使用以来，街道及社区在此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举办“丹青歌
盛世 翰墨颂党恩”书画摄影展拉开“十月金秋”系列文化活动。来自辖区居民的 60 余幅书画摄影作品在
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书画室展出；插花系列培训、茶艺系列讲座等公益讲座连续开展 12 场；宣讲活动、
重阳节演出等文化活动多次在多功能厅举办。至今参与活动群众达 2000 余人次。

为了更好地营造文化氛围，充分发挥综合文化中心的宣传征地作用，旺泉街道进一步邀请文化传播公
司对综合文化中心内部进行装修设计，使其更突显旺泉文化特色。墙体文宣设计与相应功能性部门一一对
应。图书馆设置“书香·说文”模块、书画室设置“行云·妙笔”模块、茶艺室设置“品茗·悟道”模块、
陶艺室设置“炼陶·巧手”模块、舞蹈室设置“练体·塑身”。通过简约的文字、贴画反映各功能室、公
共空间、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功能。同时设置公告栏，告知居民最新活动讯息。

此外，旺泉综合文化中心正在申请建设区级图书馆分馆以及区级文化馆分馆，预计 2019 年建设完毕。
各功能室健全后，能够更好的满足辖区居民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

旺泉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澜西园四区 6 号楼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9481350 69481370 69488310
公交到达方式：3 路、22 路、39 路、32 路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陶艺室、茶艺室、书画室、电教室

图书室书画室

多功能厅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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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营镇文化中心于 2011 年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3009 平方米，其中多功能厅 1012 平方米，包
含电子阅览室、图书室、多功能厅、书法室、舞蹈室、健身室、棋牌室 7 个功能用房，每天 9 时至 17 时
向公众免费开放。同时设有文化广场室外活动场地。

高丽营镇现有 5 支文化团队，涵盖戏曲、舞蹈等方面。

高丽营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文化营村委会东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7:00
联系电话：69491190
公交到达方式：顺 13 路、25 路、945 路文化营村站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馆、棋牌室、老年活动室、健身房、儿童之家、妇女之家、阅读室、书画室

多功能厅儿童阅览室

舞蹈培训室图书室

书法室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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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法信镇综合文化中心月 2019 年 1 月投入使用，使用面积 1000 平方米，内部功能包括图书阅览、
文体活动、体育健身、会议培训、课堂教学等服务于一体，周一至周五 9 时至 17 时向公众免费开放 . 可
满足本地区群众文化活动需求。同时设有同心广场、篮球场室外活动场地。目前各村成立有 10 支业余文
化团队，包括舞蹈、合唱、小车会、健身操等。

南法信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顺捷大厦底商一层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联系电话：69472150
公交到达方式：918 路、915 路南法信站
地铁到达方式：15 号线南法信站，向南 1000 米
免费服务项目：健身室、展览室、图书室、多功能厅

图书室

健身室

展览室

培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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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遂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李遂镇李遂村遂太路
开放时间：内部装修中
联系电话：89481079
公交到达方式：S101 路、顺 28 路、顺 21 路李遂站

李遂镇投资约 1800 万元，新建了李遂镇体育文化活动中心，建筑面积 3714.96 平方米。活动中心
集文体活动室、展览室、排练厅、健身室、乒乓球室、台球室、羽毛球室、海洋馆、书法区等于一体，为
开展各项镇及体育文化活动创造了优越的场地条件。目前正在进行内部装修，计划每天 8:30-17:00 向公
众免费开放。同时设有李遂文化和谐广场、沟北广场两处室外活动场地。

李遂镇以“核心助享”“和合共享”“长幼乐享”“品味拥享”“公益分享”为原则，形成“五享”
文化品牌，现有柳各庄合唱队、李庄腰鼓队、陈庄村心连心舞蹈队等共 16 支文化团队，涵盖合唱、腰鼓、
操舞等方面。

( 此图为效果图，尽供参考，请以最终装修结果为准 )

( 此图为效果图，尽供参考，请以最终装修结果为准 )( 此图为效果图，尽供参考，请以最终装修结果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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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镇文化中心于 2016 年 9 月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3332.26 平方米，其中文化厅室占 1026 平方米，
包含电子阅览室、图书室（正在改造）、多功能厅、舞蹈室、体育活动室、棋牌室、音乐教室 7 个功能用
房，每天 8 点 30 至 17 时向公众免费开放。木林镇因场地有限，没有达到区级标准的户外活动广场。

木林镇以“魅力木林”为原则，形成“特色的文化品牌，现有马坊村、业兴庄村、东沿头村 3 支优秀
的文化团队，木林村的篮球队、后王村的吵子、陀头庙村的剪纸。涵文化、体育、非遗等多方面。

木林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顺焦路 75 号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30
联系电话：60456297
公交到达方式：顺 31 路、顺 36 路、970 路木林开发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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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放映厅、展览室等免费项目

镇级篮球场会议室

小会议室电影放映厅

健身场地木林镇文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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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沙峪镇文化中心建于 2019 的 7 月，位于后沙峪镇九重汇七层，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其中包
括多功能厅、图书室，舞蹈室、书画室及体育活动室等 5 个功能用房。每天 9 时至 17 时向公众免费开放。
目前后沙峪镇中心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预计 9 月底装修完毕。同时建有 后沙峪镇龙腾文化广场室外活动
场所。

后沙峪镇目前共有吉祥舞蹈队、祥雁舞蹈队、老年合唱队、老年空竹队 4 支文化团队，涵盖文化、体
育两个方面。

后沙峪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裕街 45 号七层
开放时间：内部装修中
联系电话：80496819
公交到达方式：855 路、空港 6 路、顺 26 路、顺 27 路、顺 42 路、顺 46 路、顺 57 路、顺 58 路空港医院站
地铁到达方式：15 号线后沙峪站 B 出口
免费服务项目：多功能厅、图书室、舞蹈室、书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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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孙各庄镇综合文化中心（在建）

顺义区大孙各庄镇文体中心，位于大孙各庄镇大孙各庄村北新街甲一号，建于 2018 年，是独立空间，
面积 1000 平方米，主要面向全镇开展各类活动，例如：五月的鲜花、卡拉 OK 大赛、镇级舞蹈培训，属
于镇级与大孙各庄村的共建共享，镇级不定期在村级举办百人以上的舞蹈培训来丰富村级舞蹈队伍的整体
素质和舞蹈类型，镇已经连续 8 年开展大孙各庄镇“正月十五闹新春”特色品牌活动。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大孙各庄村委会北侧
开放时间：每天 9:00-17:00
联系电话：61432194
公交到达方式：s101 路、顺 29 路、顺 40 路、空港 9 路大孙各庄站



●
 

北
京
市
顺
义
区

273

牛栏山镇文化活动中心于 2018 年开始建设 ，总建筑面积 2650 平方米，一层包含兵乓球室、台球室、
棋牌室、健身室；二层包含游艺室、声乐排练室、电子阅览室、阅览室、图书室；三层包含报告厅、收藏
展览室、书画室。

目前内部装修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室外围栏建设和绿化，预计 2019 年可以投入使用。

牛栏山镇综合文化中心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张庄家园西北侧
开放时间：内部装修中
联系电话：69414093
公交到达方式：顺 34 路、顺 21 路、顺 27 路、顺 32 路牛栏山酒厂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