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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Lindsey Gira   

威士忌酒馆 

"威士忌+腌汁"

如果您想在纽约找一个地方是提供威士忌和腌菜的，那一定就是威士忌酒馆
。 这个酒馆坐落在唐人街的一个神秘的角落中，它是市中心居民下班后以及
当地老百姓聚集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地方。酒馆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饮料菜单自
豪，除了主要的威士忌和鸡尾酒，还有知名的啤酒供客人选择。这个地方确
实名符其实，而没有半点虚伪，它就是一家温暖和舒适的酒馆，大家能喝着
饮料度过愉快的时光。酒馆里的布置是很简单的：主题是木头和砖，加上背
景音乐、电视和花园区。
如果你觉得不够刺激，那你可以通宵玩“无限叠叠乐”和“城市四子棋”！

 +1 212 374 9119  whiskeytavernnyc.com/  79 Baxter Street, (between Bayard
Street & Walker Street), 纽约 NY

 by BeSublime   

Apothéke药房酒吧 

"调酒师天堂"

Apothéke药房酒吧是一家典型的曼哈顿地下酒吧。这个庇护所藏在纽约中国
城隐秘的巷子里，十足的老式派头。不过这里的酒卖的比较贵。酒吧仿造老
药房风格，到处展示着古老的药瓶和过去的化学仪器。酒吧里专业的调酒师
们都穿着白色的实验室大褂，给酒鬼们开出各种“处方”（他们自己这么称
呼），如玛塔哈瑞，蛇蝎美人和鲁斯博士等鸡尾酒，这些都是用药房酒吧自
己调制的苦艾酒和其他酒制作的。

 +1 212 406 0400  www.apothekenyc.com/  info@apothekenyc.com  9 Doyers Street, 纽约 NY

 by Marler   

Mother's Ruin餐吧 

"绝不能错过此地"

来到诺利塔区一定要让自己来这家经典餐吧放纵一次。这家著名的酒吧什么
都有，不管需要开始一天的早餐，还是在工作结束后在这里玩到天明迎接周
末，你都会爱上这里的。酒吧有大量品种的红酒和其他烈酒供顾客选择。员
工们都很风趣，很爱和客人互动交流。尝尝店里的饮品，比如各种酒精Slush
i（冰镇饮品）和精制鸡尾酒，便宜的罐装啤酒或者其他饮品。

 www.mothersruinnyc.com/  info@thebarnyc.com  18 Spring Street, 纽约 NY

 by divya_   

美人与埃塞克斯（Beauty &
Essex）餐厅 

"地下酒吧餐厅"

准备接受惊喜！首先，这家店看着就是普通典当铺。但是，穿过店面，打开
另一扇门，就能发现里面其实是一家地下风格的餐馆，内饰有高高的天花板
和华丽的灯笼，非常雅致。菜品涵盖全球美食，重点特色还是当代美式食品
。酒单比较丰富，有鸡尾酒、红酒和啤酒。来这里的人基本都和这里的氛围
很搭，来到这里你会观察别人，也会被别人观察。

 +1 212 614 0146  www.beautyandessex.com/  info@beautyandessex.com  146 Essex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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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incent desjardins)   

麦克索利酒吧 

"开业于1854年的酒吧"

这家酒吧开业于1854年，是东村的一个重要地标，也是曼哈顿最老的酒吧之
一。这家酒吧主要供应两种啤酒， McSorley低度啤酒和 McSorley黑啤酒。
这里地板上还有一些锯屑，而古老的砖墙上还挂着很多照片和剪报。周一到
周五的时候，这里是享受啤酒放松身心的好地方。周末的时候，这里就会有
很多游客和大学生。这家酒吧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才允许女士进入。
但即使是今天，这里的顾客多数都是男士。

 +1 212 474 9148  15 East 7th Street, 纽约 NY

 by  anjeeta nayar 

肥猫台球 

"真正的台球大厅"

坐落在格林威治村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空间,肥猫台球为住客提供了各种各样
的游戏娱乐，如乒乓球、桌上足球、象棋、跳棋、体验和台球等。这里比较
休闲消费也比较便宜,挤满了当地居民和学生,这就是真正的台球大厅。如果
您觉得搭配服饰与比赛更符合你的风格,你可能会在众多爱好者的大厅里更能
享乐。肥猫也被纽约杂志认为是2013年纽约最好的台球大厅。

 +1 212 675 6056  www.fatcatmusic.org/  info@fatcatmusic.org  75 Christopher Street,
Near 7th Avenue, 纽约 NY

 by geishaboy500   

PDT (别说出去)酒吧 

"嘘！别告诉任何人"

PDT（意思是别说出去）是一家位于圣马可的“秘密”酒吧。进入酒吧的唯一
方式是在克里夫热狗（隔壁餐馆）的电话亭打个电话。如果电话通了，电话
亭会开启一扇秘密之门，正是通往PDT。其实这里已经算不上隐秘了，因为这
家俱乐部非常火。进去后，你就会发现黑暗中拥挤的吧台。各类创新的鸡尾
酒超级好喝，是这里的重点。要是肚子饿了，还可点隔壁克里夫热狗的食物
，做好后会他们会通过一个通道给你送来。来一次PDT确实是非常有趣的体验
。

 +1 212 614 0386  www.pdtnyc.com/  113 Saint Marks Place, 纽约 NY

 by Jazz Guy   

老街坊酒吧（Old Town Bar） 

"熨斗区著名酒吧"

成立于1892年，还撑过了禁酒期，老街坊酒吧真的很历史悠久，而且也确实
很有传统的味道（有很多喝酒和抽烟的人。）不过，它也是在餐馆，气氛很
足，食物美味。老旧的卡座，锡制天花板，生锈的玻璃杯，倾斜的镜子和红
木吧台都在为其增添独特的魅力。菜品有汉堡、薯条、三明治和沙拉。

 +1 212 529 6713  www.oldtownbar.com  info@oldtownbar.com  45 East 18th Street, 纽约
NY

 by Tom Francis   

皮特酒馆（Pete's Tavern） 

"旧纽约市的地标"

从1864年开业后几乎没变过，这里广受游客和当地人的欢迎。这里有超长的
吧台，木制卡座和美味的啤酒，在这不停变换的世界中一片别致的舒适和温
暖。菜品是一般酒馆常有的，有汉堡和牛排，还有各种意大利菜和海鲜可供
选择。不过，这不仅仅是一家当地酒吧，附近就是格拉梅森公园，所以有很
多高消费的客人。下班时间，餐桌和吧台边的凳子都会非常抢手。

 +1 212 473 7676  www.petestavern.com/  manager@petestavern.com  129 East 18th Street,
between Irving Place and
3rd street,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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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narik   

61 Local酒屋 

"为啤酒爱好者而设的"

61 Local酒吧位于波人丘，就在卑尔根街和史密斯街的对面。这是一个明亮
的、充满阳光的酒吧，专门提供当地食品和饮料。在繁忙的夜晚，由于座位
有限，所以有一些站位设置。
共享一张桌子对大家来说是一个认识新朋友的好机会。
工作人员对啤酒非常了解，并愿意在您做选择前让您试尝。
这里还有基本的菜单，它的特色是小吃，比如烤奶酪和盐腌肉。
总的来说，61 Local酒吧的氛围在任何时候都很好，它给了我们一个探访布
鲁克林的非常好的理由。

 +1 347 7636624  www.61local.com  contact@61local.com  61 Bergen St, Brooklyn NY

 by  anjeeta nayar 

三叶草俱乐部（Clover Club） 

"你爱喝酒吗？"

三叶草俱乐部从外面看着就是普通的酒吧，不过只要进去呆上一段时见，你
将有完全不同的体会。本店能把顾客带回曾经简单美好的时光：享用自助美
酒和爵士音乐。著名调酒师Julie Reiner是最前卫和出色的调酒师，前台就
有她和她的调制酒、适合众人共享的潘趣酒和充满创意的鸡尾酒的插画。点
一杯“虚惊一场”或“薄荷茱莉普”鸡尾酒，搭配份酒吧精心制作的美食，
如：奶酪盘，辣腌橄榄，盛在贝壳里的烤牡蛎，炖猪肉，羊肉汉堡和奶酪意
大利面。在古典桃花木吧台或火炉旁的沙发上挑个位置坐下，感受维多利亚
风格的装饰和上流社会的口音散发出的19世纪复古风情。

 +1 718 855 7939  www.cloverclubny.com/  info@cloverclubny.com  210 Smith Street, Brooklyn
NY

 by Lindsey Gira   

司陶特爱尔兰酒吧 （Stout） 

"爱尔兰酒吧"

店内装潢让你犹如身临真正的爱尔兰。 司陶特爱尔兰酒吧简直就是囊括了各
类品种的啤酒天堂。酒吧天花板设计的很高，可以看体育比赛，还有丰富的
啤酒酒单，如：干啤、英伯力，燕麦和甜啤酒。周末还会供应传统爱尔兰早
餐，有鱼、薯条、香肠和土豆泥。店里也供应汉堡、薄脆披萨、沙拉和八种
牡蛎。

 +1 212 629 6191  www.stoutnyc.com/  info@stoutnyc.com  133 West 33rd Street,
Between 6th Avenue and 7th
Avenue, 纽约 NY

 by Robbie1   

Barcade酒吧 

"微釀啤酒和电子游戏"

对于那些热衷于印度淡色爱尔啤酒、大金刚游戏的人们来说，Barcade酒吧是
个不错的选择。设计空间柔和温馨，配备了纯手工的酒吧设施 及几款经典大
型电玩。原汁原味的工艺啤酒是本店的一大特色，源自酿酒胜地——东海岸
的皮克斯基尔和西海岸的拉甘尼塔斯，还提供各类酒水。 因此，无论你是喜
欢在一轮电玩开打前小酌一杯占边威士忌，还是喜欢在玩吃豆人游戏时喝一
高脚杯比利时烈性爱尔啤酒助兴，酒吧服务员均会尽心尽力为您提供服务。 
详情请点击网页，如特别活动公告、减价供应饮料等的时间，以及更多资讯
信息都在不断更新中。

 +1 718 302 6464  www.barcadebrooklyn.com
/

 barcadebrooklyn@yahoo.co
m

 388 Union Avenue, Brooklyn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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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justephens   

联合厅 

"音乐、美食、乐趣"

联合厅前身是一座仓库，现在已经被改造成纽约最时尚的夜总会、餐厅、酒
吧和演唱会场地了。花园座位、火炉和两个室外球场，让这个地方给人焕然
一新的感觉。这里每到周末或者酒吧菜单中都有早午餐。联合厅是举办现场
音乐节和脱口秀的场地，甚至还有科学之夜！由于该音乐厅的日程经常变换
，因此您总会有新的发现。

 +1 718 638 4400  www.unionhallny.com  info@unionhallny.com  702 Union Street, At 5th
Avenue, Brooklyn NY

 by flickr4jazz   

Rudy 烧烤酒吧 

"放松聚会的好地方"

这家酒吧很受不同年龄的顾客欢迎。当你进入这家酒吧，就会被这里的顾客
所吓倒，因为这里既然有跳舞的人、歌手模仿者、商务人士和时代广场的时
尚一族。这里的服务员都非常高效。这家酒吧唯一缺乏的可能就是时尚潮流
了，但这里友善而热情的态度弥补了这一不足。很多游客都会到这里享受一
杯价格合理的饮料，在自然的环境中放松身心。

 +1 646 707 0890  www.rudysbarnyc.com  rudyspig@gmail.com  627 9th Avenue, 纽约 NY

 by mfajardo   

格林伍德公园酒吧 

"最好的啤酒和帕尼尼"

格林伍德公园是一家大型啤酒花园，提供多达60种啤酒，这个位置以前是一
个机械车间和加油站。公园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园坡附近，这个酒吧在整个晚
上挤满了当地人。 嘻哈人群和原始气氛为大家周末聚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
围。家庭聚会会持续到晚上7点，这家酒吧还有非常好的服务和菜单。您可以
顺便品尝一下这里的精酿啤酒和小吃。

 +1 718 499 7999  greenwoodparkbk.com/  greenwoodparkbk@gmail.co
m

 555 7th Avenue, 纽约 NY

 by divya_   

培根酒吧（BarBacon） 

"啤酒和培根"

专注制作腌肉食品，培根酒吧一开张就震惊了整个地狱厨房街区。他们的菜
单上基本都是猪肉，除此之外，该店供应的当地啤酒也很出名。店内有个Pet
er Sherman认证过的砖墙联合构造建好后没多久也成了一处当地胜地。酒吧
运营时间长，服务友好，培根好吃，啤酒又供应不断，实在无可挑剔。

 +1 646 362 0622  barbacon.com/  barbacon@icloud.com  836 9th Avenue, 纽约 NY

 by Marler   

潘洛斯酒吧（The Penrose） 

"友好的邻里酒吧"

潘洛斯气氛舒适友好，能让你立刻放松自己。位于上东区，这家小小的酒吧
采用的是暴露的砖墙、旧木材的古旧风格的装潢。经典和特制鸡尾酒品种丰
富，还有苏打酒。酒吧菜品能完美满足需要高档配餐食客。

 +1 212 203 2751  www.penrosebar.com/  info@penrosebar.com  1590 2nd Avenue, 纽约 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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