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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Marler   

JR的酒吧 

"跳舞，拖曳和饮料"

欢迎他们的友好的调酒师和恒星欢乐时光特价，JR的酒吧知道如何取悦人群
。这间同性恋酒吧跨越两层，楼上的阳台俯瞰周边地区。酒吧每天都有特价
饮品，并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从复古的夜晚和悠扬的歌舞时节到拖曳演出
和琐事。无论你前往JR酒吧的哪一天，肯定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一些
漂亮的调酒师，和一些便宜的饮料啜泣。

 +1 202 328 0090  jrsbar-dc.com/  1519 17th Street Northwest, 华盛顿
DC

 by Marler   

第九号 

"时髦的鸡尾酒酒吧"

这个时尚的同性恋酒吧位于时尚的洛根圈地区，是品尝真正美味鸡尾酒的理
想场所。作为一个额外的奖励，酒吧每周晚上都有奇妙的快乐时光交易。酒
吧经常有两个一对一的特色，在那里你可以订购任何东西 -
不只是便宜的饮料 - 并获得第二个免费的。抓住你的鸡尾酒，挂在壁炉旁的
豪华豪华座位之一，定居在一个真正愉快的夜晚。一个

 +1 202 986 0999  numberninedc.com/  info@NumberNineDC.com  1435 P Street Northwest,
华盛顿 DC

 by photogmateo   

三重奏狐狸＆猎犬 

"下班后的一个主要点"

这个社区酒吧位于Dupont Circle和Adams-Morgan之间。福克斯和猎犬提供友
好的气氛和有趣的人群。户外咖啡厅是17街观看的理想场所。在任何时候，
顾客都会发现，饮料和食物 - 标准的酒吧费用，如汉堡和其他三明治 - 都
是慷慨的送达。客户享受大量的咖啡利口酒饮料，玻璃酒，进口啤酒和微型
啤酒。

 +1 202 232 6307  www.triofoxandhounds.co
m/

 TrioDC@gmail.com  1537 17th Street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by Quinn Dombrowski   

大狩猎 

"这是一个充满啤酒的丛林"

它的偏心丛林装饰和两个酒吧提供超过25个啤酒点击，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欢迎你的朋友周末。懒散的人群落入下层的展台或其中一个酒吧。与此同时
，自动唱片点唱机还能够播放时髦而充满活力的音乐。他们有披萨，美味的
辣椒，汉堡，素食汉堡，鱼和薯条以及其他酒吧食物，以保持你的饥饿状态
。他们的欢乐时光相当受欢迎，并被许多市中心的办公人员探索。在“大狩
猎”的某些晚上，也看到了地下喜剧，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喜剧俱乐部的城市
。

 +1 202 785 2333  thebighunt.net/  bighuntparties@gmail.com  1345 Connecticut Avenue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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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hashi Bellamkonda   

国会大厦酿酒公司 

"本地酿造酒吧"

国会大厦酿酒公司是禁酒时代结束后在美国国会大厦开幕的开创酒吧。手工
酿造是其产品的骄傲。享受从他们的签名选择冷啤酒，或抽样飞行，以配合
经典酒吧gr 。酒吧是客房的中心，设有周围的座位和夹层餐厅。它靠近华盛
顿的地标，如国家邮政博物馆和国家广场，使其成为观光行程的一个受欢迎
的特点。

 +1 202 628 2222  capcitybrew.com/  capitolhill@capcitybrew.
com

 1100 New York Avenue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by Lindsey Gira   

治疗酒吧和小酒馆 

"午餐的好地方"

坐落在华盛顿特区君悦酒店，在繁华的宾州区，Cure Bar＆Bistro餐厅是品
尝美味佳肴的理想之地。客人可以享用各种手工奶酪，油条，馅饼和其他当
地美食。食客纷纷涌向这个地方吃午饭。顾客也喜欢治疗快乐的时光。他们
组织了一系列诱人的活动，如品酒自助餐或啤酒品尝活动。

 +1 202 637 4906  www.curebarandbistro.co
m/

 ken@curebarandbistro.com  1000 H Street Northwest,
Grand Hyatt Washington,
华盛顿 DC

 by Uri Tours   

轿车 

"欧洲呼吁"

这座欧洲风格的啤酒大厅是乔治敦Saloun所有者的最新成员。轿车已成为当
地人和游客的热门聚会。楼下是一个啤酒大厅，有木制的桌子，椅子和亭子
。楼上更宽敞，为那些喜欢从高处喝酒的人提供了一个阁楼。人群来到充分
选择优秀的比利时啤酒。

 +1 202 462 2640  1207 U Street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by ctj71081   

波旁酒 

"威士忌，Microbrews＆More"

坐落在充满活力的亚当斯摩根（Adams-Morgan）社区的中心地带，这家名副
其实的酒吧/餐厅保证为最挑剔的酒客提供一些东西。波旁威士忌提供了数百
种美国威士忌，黑麦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和爱尔兰威士忌，你猜对了波旁
威士忌。但是不要让这个名字欺骗你。有近30种啤酒可供选择，还有一份不
错的酒单，那些喜欢比烈性酒更轻一点的人可以选择。如果你对这些选择感
到不知所措，有知识的员工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或预算来推荐一些东西。波
旁酒还在周末提供早午餐，并提供开胃菜，三明治，沙拉，汉堡和主菜。在
周末早点到达，以避免线路。

 +1 202 332 0800  www.bourbondc.com/home/
am/

 mrjamespwoods@gmail.com  2321 18th Street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by jeffreyw   

拉塔斯卡 

"在Tasca的塔帕纤维布"

香格里拉Tasca是一个伟大的地方挥霍西班牙风格的真正西班牙风格，有大量
的传统菜肴可供选择，伴随着美酒和桑格利亚和许多弗拉门戈舞。它靠近城
市的主要景点，使其成为一个繁忙的餐饮场所。尝试熟食店，香肠，海鲜饭d
el Pescador或海鲜海鲜饭。也可以尝试品尝菜单。餐厅拥有热情友好的工作
人员和舒适的氛围。

 +1 202 347 9190  www.latascausa.com/site
/locations/washington-
dc/

 info@latascausa.com  722 7th Street Northwest,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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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flickr-rickr   

摇滚N酒店 

"一个发生的夜总会"

寻找一些伟大的鸡尾酒和音乐？前往摇滚酒店 - 这不是一个住宿的地方，而
是一个很受当地人欢迎的夜总会。在二楼宽敞的酒吧品尝您喜欢的饮料，租
一间私人庆典的房间，或者参加着名艺术家和DJ的现场表演。他们的屋顶酒
吧是完美的观点和发现新的特色鸡尾酒。

 +1 202 388 7625  www.rockandrollhoteldc.
com/

 general@rockandrollhotel
dc.com

 1353 H Street Northeast,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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