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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石咖啡厅 

"汉堡包和摇滚乐"

Hard Rock Cafe咖啡厅位于加泰罗尼亚，为您提供享受美味佳肴的有趣环境
。随着摇滚乐的纪念墙衬砌墙壁，创造一个视觉愉快的体验，您可以放松和
享受美式风格的食物，同时品尝美味的鸡尾酒或啤酒。现场音乐只会增加这
个问题的受欢迎程度。客人还可以购买和选择有吸引力的商品。

 +34 93 270 2305  www.hardrockcafe.com/lo
cation/barcelona/

 barcelona_events@hardroc
k.com

 Plaça de Catalunya 21,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乔治·佩恩爱尔兰酒吧 

"优秀的酒吧Grub"

在George Payne爱尔兰酒吧品尝一些美味的大蒜蘑菇或美味的爱尔兰猪肉香
肠和薯条。提前预定一张桌子是可取的，因为这个地方有时太舒服。这个地
方是和朋友聚会的好地方，或者在晚上开始之前洗个快点。你肯定会在这里
度过美好的时光，啤酒和优质的鸡尾酒比比皆是。午餐特价从13点到15点，
酒吧每天从1点开始营业。

 +34 93 481 5294  www.thegeorgepayne.com/  info@thegeorgepayne.com  Plaza Urquinaona 5,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Kasparo 

"阳光露台"

Kasparo Restaurant餐厅距离当代艺术博物馆仅有几步之遥，是客人在巴塞
罗那享受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好地方。令人垂涎的阳台是当地人和游客喜爱的
完美的观众栖息和通风的气氛。菜单写在外面的黑板上，根据菜肴的季节和
流行程度每天更换。啤酒和酒单为客人提供了一个在阳光下尝试当地啤酒厂
和葡萄酒厂的绝佳机会。

 +34 93 302 2072  www.kasparo.cat/en/about  Plaça de Vicenç Martorell 4,
巴塞罗那

 by Jon Sullivan   

斯托克酒吧 

"地中海吃＆酿造"

斯托克酒吧位于巴塞罗那市中心，在舒适温馨的环境中提供各种烈酒，啤酒
和地中海美食。室内装饰高雅，设有一系列迷人的木制家具，吊灯和体面的
座位空间。这里的调酒师技艺精湛，被称为混合了一些真正的创新鸡尾酒，
可以取悦最挑剔的味觉。

 +34 933 02 2102  Carrer dels Banys Nous 8,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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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nes 

"为体育和啤酒"

邓恩试图重现传统的爱尔兰饮酒关节的氛围，并没有失败。坐落在哥特广场
，距离Jaume I火车站仅一箭之遥，如果您想要放松身心或者进行一些现场体
育活动，这间酒吧是您理想的选择。粗糙的砖墙，木制的酒吧和高高的拱形
天花板让这个地方感觉既亲切又宽敞。爱尔兰炖肉，香肠和马什，鸡肉汉堡
和法加它的自制食物完美地补充了吉尼斯，马格纳斯和其他啤酒。如果你进
入足球，那么在比赛之夜下来，在喧闹的人群中享受欢乐和欢乐的气氛。

 +34 93 268 9917  www.dunnesirishbar.com/  info@dunnesirishbar.com  Via Laietana 19,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圣殿酒吧 

"吉尼斯和更多"

吉尼斯和小妖精与传统的金罐和运气是爱尔兰人所相信的。圣殿酒吧可以为
您提供吉尼斯，但是至于妖精，如果您能看到它们，就算您的祝福。一个真
正的传统爱尔兰酒吧，足球是主要的氛围，你不能在这里出错。在这里筛选
的足球比赛中，西班牙人和外国人都喜欢聚集在一个啤酒或一品脱，并欢呼
他们最喜欢的球队。就像爱尔兰人一样，酒吧里充满了欢乐和欢乐的笑声。
在某些晚上，他们甚至有乐队为客人演出。如果你想体验一个热闹，开心的
时光，那么不要三思，只要前往圣殿酒吧，并希望你的金罐。

 +34 93 301 7418  templebarbcn.com/en/  reservastemple@grupodegu
splus.com

 Carrer de Ferran 6,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Robadors 23 

"地下俱乐部"

敲响门铃进入Robadors 23，从外面可能看起来有点不起眼，但是一旦进入室
内，外露的石墙，涂鸦艺术和极佳的音响效果让人难以忘怀。这家酒吧举办
一系列现场音乐会，如爵士乐和蓝调音乐会，以及弗拉门戈之夜。顶级本地
和国内艺术家和DJ在这里以中心为顾客提供各种类型的组合。

 23robadors.wordpress.com/  23robadors@gmail.com  Carrer d'En Robador 23,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琵琶俱乐部的文化 

"独特的雪茄吧"

作为巴塞罗那最迷人的酒吧之一，巴塞罗那琵琶俱乐部是一家雪茄俱乐部以
及一家充满活力的酒吧，是最受欢迎的酒吧之一。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与资产
阶级和美国学生混在一起的加泰罗尼亚名流。酒吧非常宽敞，拥有维多利亚
风格的装饰，配有舒适的Borkum Riff休息室，俯瞰着美丽的广场。聚光灯，
舞台，视频投影仪和巨型屏幕为室内增添了有趣的功能。管道吸烟课程定期
举行，并向所有有兴趣学习艺术的人开放。酒吧在晚上10点开放。

 +34 93 302 4732  www.pipaclub.es/  info@bpipaclub.com  Plaça Reial 3,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La Pepita 

"小吃和酒"

在巴塞罗那，小吃是一个美食仪式。去La Pepita那里找一些最好的城市。业
主塞尔吉奥和索非亚是在这个可爱的西班牙小酒馆最主人。参与对话，同时
从负担得起的菜单中获得顶级推荐。提供西班牙主食的美味当代演绎;烤朝鲜
蓟，鸡肉炸丸子，带鹰嘴豆的羊肉，鹅肝菜和咸鳕鱼。提升您的地区葡萄酒
和自制digestif镜头的经验。这个地方悠闲的氛围和活泼的能量是这个城市
传染性的嗡嗡声的典型。

 +34 93 238 4893  www.lapepitabcn.com/  lapepitabcn@gmail.com  carrer Còrsega 343,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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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Vaso de Oro 

"啤酒和（许多）香肠"

这个繁忙，繁华的小酿造酒吧充满个性，自1960年以来一直开放，为客户提
供啤酒和最美味的小吃。食物特色包括Chistorra（辣红肠），Chicharrones
（自制猪肉皮），Morcilla（黑色香肠），炸鱿鱼和Montaditos（如小吃）
。没有菜单，也没有花哨的酒。只是红色，白色和桃红色的房子，但主要吸
引力是选择酿造。它整天都挤满了，但是值得挤进去。

 +34 93 319 3098  www.vasodeoro.com/  info@vasodeoro.com  Calle de Balboa 6,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迈克尔柯林斯 

"爱尔兰水坑"

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自1997年开业以来一直为爱尔兰 - 加
泰罗尼亚的酒吧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不仅当地居民，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都经常光顾，这家酒吧位于圣家堂对面。迈克尔·柯林斯最好的事情是服
务，这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吉尼斯品脱的体育笑声，加上自制的爱尔兰
美食和低调的爱尔兰音乐，在漫长的一天中击败了所有其他的补救方法。

 +34 93 459 1964  michaelcollinspubs.com/  michaelcollinsbcn@yahoo.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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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a 4,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Tinta Roja Espai d'Art 

"发生的文化区"

如果您想要一些拉丁文娱乐，Tinta Roja Espai d'Art是一个很棒的地点。
酒吧和表演舞台在这两种娱乐方面都有很好的划分。您可以在酒吧享用西班
牙小吃和鸡尾酒，欣赏各种不拘一格的声音，或者前往拥有优美舞台和公共
座位的大厅。酒吧吸引各种民族和社会阶层的各种人群。剧院，探戈，爵士
乐，诗歌朗诵和喜剧在这里定期进行。在这里举行的探戈课程是受到人群的
热捧。

 +34 93 443 3243  www.tinta-roja.cat/  tintarojabarcelona@yahoo
.es

 Carrer de la Creu dels
Molers 17, 巴塞罗那

 by Public Domain   

Carpe Diem休闲俱乐部 

"融合娱乐"

Carpe Diem酒廊俱乐部（CDLC）为巴塞罗那夜生活场所增添了迷人的气息。
这家海滨俱乐部就位于地中海边，从室外休息室可欣赏到壮丽的景色。在露
台上选择一张长毛绒床，或者在室内摆放中东风格的主题，那里充满了质朴
的吊灯和民族风格的室内装潢和家具。放松在直到凌晨的嘈杂的舞池上，以
不拘一格的节拍组合。创意鸡尾酒和高级烈酒在酒吧名单中占据主导地位，
而菜单承诺融合世界各地美食的风味。

 +34 93 224 0470  www.cdlcbarcelona.com/  info@cdlcbarcelona.com  Passeig Marítim 32,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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