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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室 

"视为伟大的伟大"

如果奥斯汀地区的爵士爱好者感到被忽视，那么这是合理的;当地的音乐界，
尽管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却始终忽视了他们的选择。然而，这个地区在数量
上缺少什么，大象房在质量上多了一些。它被Wynton Marsalis视为全国最好
的场所之一（后来得到了德州参议院的一致决议，因为赢得了爵士传奇人物
的钦佩）。上诉很大程度上源于俱乐部不断推出的地区热门阵容，巡回演出
，偶尔也会有人想要走上舞台。

 +1 512 473 2279  www.elephantroom.com/  315 Congress Avenue, 奥斯丁 TX

 by ejmc   

ACL现场在穆迪剧院 

"奥斯汀市的居所限制住"

这座设备先进的设施采用可持续发展技术建造，全年举办各种音乐活动。这
个场地可以容纳2700多个座位的客人，吸引了威利·纳尔逊，罗宾，吉普赛
国王等音乐家。如果你曾经看过奥斯汀城市限制在电视上直播，你毫无疑问
会承认这个奥斯汀主食。

 +1 512 225 7999  acl-live.com/venue  info@acl-live.com  310 Willie Nelson
Boulevard, 奥斯丁 TX

 by EWatson92   

教区 

"各种流行音乐"

这对于品味高雅的人来说是一个亲密的场所。从爵士乐到房子，从酸石到说
唱，从鞋子到配音，教区厅运行的音乐色域。烟雾，引导声音，Autechre和
黑反叛摩托车俱乐部等旅游行为已经在这里登上了舞台。德克萨斯艺术家Sub
Oslo，电梯体验，天空爆炸，膨胀和更多也玩过这里。这是音乐爱好者和派
对动物的终极避风港。

 +1 512 479 0474  www.theparishaustin.com
/

 Austen@theparishaustin.c
om

 501 Brushy Street, 奥斯丁
TX

Scoot Inn 

"潜水酒店！"

Scoot Inn酒店是得克萨斯州最古老的酒吧之一，至今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正确的是，这家酒吧的内饰所提供的历史数量是不可避免的。除了经典的
装饰，这个啤酒花园以优惠的价格供应啤酒和其他饮料。音乐是这个潜水酒
吧的核心产品，因为人们转向摇滚与流行音乐，蓝调，另类摇滚，芬克等等
。自动点唱机也增加了这个音乐氛围。奥斯汀最受欢迎和最好的潜水酒吧之
一是至少去过一次的地方。

 +1 512 478 6200  www.scootinnaustin.com/  1308 East 4th Street, 奥斯丁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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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panterxart   

白马 

"酿造和调子"

对于那些在附近的人来说是一个惊人的聚会，白马以其兼收并蓄的音乐和惊
人的饮料而闻名。俱乐部位于Comal街，位于市中心的东面。怀着浓浓的气氛
，“白马”（The White Horse）具有乡村气息。白马餐厅供应威士忌，举办
一系列现场音乐表演和演出。在周末下来，看到人群切磋乡村音乐和合理定
价的酒。

 +1 512 553 6756  thewhitehorseaustin.com
/

 whitehorsebooking@gmail.
com

 500 Comal Street, 奥斯丁
TX

平均眼睛的猫 

"约翰尼现金酒吧"

为纪念已故的伟大的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而建，平均眼睛的猫咪拥有一个拥挤的后院，还有大量的黑人收藏品
。 “平均眼”舞台几乎每周晚上都有现场音乐表演，深受各个年龄层的顾客
的欢迎。在酒吧点一杯酒，下来，下来，燃烧的火圈。

 +1 512 472 6326  www.themeaneyedcat.com/  meaneyedcataustin@yahoo.
com

 1621 West 5th Street,
奥斯丁 TX

 by baekken   

大陆俱乐部 

"Roots Rock＆Elvis Tributes"

河流以南的这个场地是20世纪50年代的倒退。在这个酒吧里，根摇滚和国家
统治是至高无上的，在那里人们可以经常在皮革夹克和经典的凯迪拉克前面
找到男人。每晚都有现场音乐，向猫王致敬，庆祝汉克威廉的生日，这个地
方非常适合跳舞，喝酒和踢高脚凳。欢乐时光功能奥斯汀最喜欢的词曲作者
。该场地扩大了其现场音乐的范围，包括偶尔的独立摇滚。

 +1 512 441 2444  continentalclub.com/  1315 South Congress Avenue, 奥斯丁
TX

 by Gideon Tsang   

贝司音乐厅 

"奥斯汀的经典之作"

德州大学校园内最大的礼堂近3000人的座位上举行了无数的表演。歌剧，交
响乐，芭蕾舞，甚至是旅行的百老汇演出都使用这个场地。一个电脑化的采
光板和可以升降的管弦乐队为演出组织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贝司音乐厅可能
适合咏叹调或交响乐，可能会有适合每个人口味的演出。

 +1 512 471 2787  texasperformingarts.org
/visit/venues/bass-
concert-hall/

 info@texasperformingarts
.org

 2350 Robert Dedman Dr,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奥斯丁 TX

墙上的洞 

"舒适的潜水与现场音乐"

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它的小舞台曾经举办过一些大腕，长城之洞一直被认
为是这个城市最为传奇的场地之一。今天，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发起人，从九
块草地乐队到个人歌手，词曲创作者，在这个大小和风格各异的当地新人。
尽管人群的本质也受到类似的突然转变（这通常是演出时间表的一个功能）
，但是酒吧靠近UT却带来了稳定的学生和相关的年轻人，其中大部分来自投
手Shiner和孤星。

 +1 512 477 4747  www.holeinthewallaustin
.com/

 holeinthewallbooking@yah
oo.com

 2538 Guadalupe Street,
奥斯丁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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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lexandratx   

情绪的 

"当代演唱会场地"

Emo's是一个时尚的音乐会场地，定期举办表演和现场音乐活动。位于东奥斯
汀的东滨河大道，在重大活动和表演中吸引了大批人潮。在展示一系列当代
音乐演出的同时，还为举办派对和招待会等私人活动提供了便利。要看到他
们即将到来的时间表，请访问网站或提前打电话。

 +1 512 505 9999  www.emosaustin.com/  2015 East Riverside Drive, 奥斯丁
TX

 by AlessandroSquassoni   

旋转木马休息室 

"休息晚上"

旋转木马酒廊是奥斯汀一个温和的非正统酒吧，以疯狂的马戏团为主题。看
看粉红色的大象和狮子驯服的壁画，包括酒吧后面的一个真正的微型旋转木
马。旋转木马酒廊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舞台表演而闻名，从令人惊叹的音乐
表演或感性的肚皮舞表演。这间酒吧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业，至今仍是许
多奥斯汀居民的最爱。酒吧有一种潜水的感觉，以低廉的价格提供饮料。

 +1 512 452 6790  www.carousellounge.net/  nickimebane@grandecom.ne
t

 1110 East 52nd Street,
奥斯丁 TX

 by kpr2   

撒哈拉休息室 

"下来"

撒哈拉酒廊历史悠久，建于1962年，自1962年建成以来，一直是夜生活的历
史悠久的建筑。今天，撒哈拉酒廊是一个现场音乐场地和酒吧，呈现出各种
各样的音乐风格，从独立和国家到非洲和巴西音乐，以及之间的一切。舒适
的休息室提供星期六的自助餐，顾客可以在本周的其他时间享用免费小吃，
所以你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帮助。撒哈拉酒廊是奥斯汀最适合现场音乐的地方
之一。

 +1 512 927 0700  www.saharalounge.com/  1413 Webberville Road, 奥斯丁 TX

 by Numinosity (Gary J
Wood)   

金妮的小长角牛轿车 

"乡村风格"

Ginny's Little Longhorn Saloon经营了十多年，因为这个城市的乡村音乐
而得名。这不是你平常的夜总会，嘈杂的音乐，但是是饮料和音乐的好地方
。它每周四举办现场音乐表演 - 比利迪和里德沃尔卡，贾斯汀Treviño和戴
尔华森已经保持这个地方多次活着。所以在这个简单的地方过一个难忘的夜
晚，这并不奇怪，有一个崇拜的追随者。

 +1 512 458 1813  thelittlelonghornsaloon.com  5434 Burnet Road, 奥斯丁 TX

 by rkeefer   

一个世界剧院 

"优雅的地点"

这个礼堂有300个座位，填补了当地艺术界的空白，为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
提供了一个小而优雅的场地。先进的照明和音响系统，一个夹层和一个凸起
的舞台意味着房子里的每一个座位都是一个好的。这是巴顿克里克艺术中心
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致力于艺术，环境和教育的综合建筑群。位于山坡上，
可俯瞰风景如画的树檐和溪流，距市中心约十分钟路程。该剧院是本地非营
利艺术组织“同一个世界”的创意。

 +1 512 330 9500  www.oneworldtheatre.org
/

 boxoffice@oneworldtheatr
e.org

 7701 Bee Cave Road, 奥斯丁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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