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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Chris Yunker   

洞穴酒吧 

"古洞穴酒吧"

佩特拉洞穴酒吧位于世界上最古老的酒吧位置，面对昏暗的山洞气氛。酒吧
被埋葬在近2000年前由Nabateans雕刻的岩石上。今天它是佩特拉招待所的一
部分，并在入口处的宏伟广场的特点。内部是朦胧的点燃，与舒适的座位豪
华扶手椅。享用一杯约旦红葡萄酒，搭配薯条和鱼片等小酒吧食物。

 +962 3 215 6266  Wadi Musa, Petra Guest House Hotel, P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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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Murphy   

肖恩的酒吧 

"爱尔兰最古老的酒吧"

肖恩的酒吧以欧洲最古老的俱乐部而闻名。当地人认为，因为酒吧附近香侬
河，许多古老的旅客在这家酒吧停下来撤退，享受饮料和放松的现场音乐。
这个地方仍然提供了相同的款待，它提供了估计1000年前。 Sean's Bar酒吧
是一个舒适的角落，提供现场音乐并供应啤酒。餐厅的氛围有其独特之处。
肖恩的酒吧无疑是爱尔兰的明珠，因此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涌来。

 +353 906492358  www.seansbar.lightholderproducti
ons.com/

 13 Main St, Co. Westmeath, Athlone

 by Melissa Doroquez   

贝尔在手中的小酒馆 

"听到你听到了"

贝尔手中酒馆成立于1795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连续经营的酒馆。这间双
层餐厅和酒吧每晚提供现场音乐和星期二的卡拉OK以供客人娱乐。设计独特
的客房拥有自己的特色，用于私人和企业功能。除了特色鸡尾酒之外，酒吧
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草稿以及瓶装啤酒。美味的美国美食，一边听你的选择
，一边听一些音乐。当然你会享受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
娱乐当地人。

 +1 617 227 2098  www.bellinhand.com  info@bellinhand.com  45 Union Street, 波士顿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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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Images George Rex   

老柴郡奶酪酒馆 

"历史悠久的酒吧"

在1666年大火后重建，老柴郡奶酪酒馆在众多名人光顾过后已经改变了很小
。查尔斯狄更斯、詹森博士和作家柯南道尔以前经常到这里二楼酒吧喝酒。
如果你想要安静地喝酒，你不妨到这里的地下室和夹层地下室。这里有很多
有机德国麦酒和Adnams麦酒。平时工作日的时候，很多律师和白领人士都会
聚集到这里吃午餐，而且都只有站立的位置了。晚上则安静一点，但如果是
周五晚上，你一定要八点前到，这样你才可能占到木制长椅的位置。这里离
圣保罗大教堂仅10分钟路程，而詹森博士故居也只是五分钟路程而已，在舰
队街就有标明方向。这里还有一只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年的鹦鹉，用它学到
的脏话和拟声来娱乐大众。

 +44 20 7353 6170  145 Fleet Street, 伦敦

 by Tim Green aka atoach   

彬格莱手臂 

"1000年的老酒吧！"

据说彬格莱手臂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被认为是英国最古老的酒吧。那是古
代天主教祭司的休息室。这个地方有一个美妙的，神秘的，乡村的魅力，使
每个角落的每个角落都有一个故事来讲。它远离城市的喧嚣。他们提供一系
列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以t赏您的味蕾，并且还有特别的星期天菜单。他们
还提供各种葡萄酒和啤酒可供选择。在菜单上查看网站的详细信息。

 +44 1937572462  www.bingleyarms.co.uk/  Church Lane, Bardsey, 利兹

 by Graeme Maclean   

戈登的酒吧 

"海绵状和烛光"

爬上陡峭狭窄的楼梯，穿过哥特式风格的19世纪酒窖的门槛，这是伦敦最古
老的酒窖。虽然位于繁忙的Villiers街，这个葡萄酒酒吧（和Rudyard Kipli
ng的故居）的机构之前是一个匿名的，甚至是废弃的外观。在一个被忽视的
窗口里，只有几个蜘蛛网覆盖的罐子，只有那些勉强拼写出'Gordon's'这个
词的淡淡的字母才能让你进去。楼下，伦敦人在低矮的拱门和古董钟下挤在
一起，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由烛光。除了提供的无数葡萄酒，戈登的
酒吧后面的木桶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选择雪利酒，港口和马德拉。还有各
种清淡的菜肴和大块的法式面包和黄油大陆奶酪。

 +44 20 7930 1408  www.gordonswinebar.com/  info@gordonswinebar.com  47 Villiers Street, 伦敦

 by Ewan Munro   

西班牙人的酒店 

"迪克Turpin的地方"

这座迷人而历史悠久的酒庄最初建于1585年，据信曾将西班牙大使接待国王
詹姆士一世的宫廷，因此得名。高速公路劫匪迪克·特平（Dick Turpin）是
其前杰出的下注者之一。他着名的手枪甚至在这里展出。西班牙人的酒店也
是沉浸在文学史上，像拜伦和济慈这样的诗人据说在酒吧喝了一杯酒。酒吧
舒适的客房和开放式的壁炉使酒店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休闲胜地，而真正的啤
酒则是另一个人群。距离建伍一箭之遥，周末漫步汉普斯特德希思（Hampste
ad Heath）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结果。酒店的花园非常受欢迎，是享受夏季
下午早午餐或与朋友一起休闲饮品的理想场所。

 +44 20 8731 8406  thespaniardshampstead.c
o.uk/

 enquiry@thespaniardshamp
stead.co.uk

 Spaniard's Road, 伦敦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ogersg/14276567866/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273263-老柴郡奶酪酒馆
https://www.flickr.com/photos/atoach/810597050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leeds/835700-彬格莱手臂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ee01/7097211829/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230775-戈登的酒吧
https://www.flickr.com/photos/55935853@N00/223918084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https://cityseeker.com/zh/london/2251-西班牙人的酒店


拉菲特的铁匠店酒吧 

"独特的波旁街酒吧"

如果你在波本街上倒下，而且你的脚已经厌倦了行走，而且你已经饱尝了喧
闹的混乱，那么你只需走得更远就可以找到这个着名的酒吧。拉菲特的铁匠
铺酒吧（顾名思义）位于一个前铁匠铺和19世纪的走私者安全屋。它自19世
纪晚期烧毁了法国区的火灾中幸免于难，成为美国最古老的酒吧。在酒吧的
后面，一位音乐家演奏一架大钢琴，并通过像钢琴人这样的醉酒歌手和你失
去了Lovin'Feelin g。与许多波旁街相比，酒吧价格合理。

 +1 504 593 9761  www.lafittesblacksmiths
hop.com/Homepage.html

 info@lafittesblacksmiths
hop.com

 941 Bourbon Street,
新奥尔良 LA

 by Andrew Bossi   

皇家啤酒屋 

"慕尼黑最知名的啤酒馆"

这个最着名的酒吧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甚至在早上九点钟！其独特
的魅力来自巴伐利亚音乐和聚集在酒吧的少数常客。啤酒和schmankerl（烤
猪肉配饰）完成设置。在夏季，当地人前往其美妙的庭院，Festsaal室每晚
举办巴伐利亚晚间音乐晚会，入场费为几欧元。主餐和一杯啤酒是一群朋友
的完美选择。成立于十六世纪，已成为当地的地标。没有参观Hofbräuhaus，
您的慕尼黑之旅将是不完整的。

 +49 89 290 13 6100  www.hofbraeuhaus.de/  hbteam@hofbraeuhaus.de  Platzl 9, 慕尼黑

 by Marc Ryckaert   

CaféVlissinghe 

"布鲁日老酒吧"

估计Herberg Vlissinghe已经有45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地方散发着布鲁日历
史和文化的细微差别。酒吧远离城市的喧嚣，因此当地人深情地描述了他们
感到宁静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美妙的，朴实的魅力。这是享受当地美食
和一些当地最好的酿造啤酒的好地方。奥美尔恰好是他们着名的啤酒。这个
地方还卖啤酒杯和明信片等纪念品。周一和周二关闭。这个地方不接受信用
卡。这是在城市里必须去的地方。

 +32 50 34 3737  www.cafevlissinghe.be/  Blekersstraat 2, 布鲁日

 by Stephen Hanafin   

Kyteler的客栈 

"精彩的中世纪酒店"

Kyteler's Inn酒店是一家中世纪小酒馆的典范，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324年。
酒吧的名字来自当地的基尔肯尼（Kilkenny）女子，她曾四次结婚，并在同
年执业巫术。酒店传统的室内装饰与木地板，木制桌子和开放式壁炉营造出
高雅的氛围，营造出极佳的氛围。爱尔兰炖肉强烈推荐。

 +353 56 772 1064  www.kytelersinn.com/  info@kytelersinn.com  Kieran's Street, 基克尼

 by Chad and Steph   

秃头 

"开创了爱尔兰的酒馆文化"

从四院的河对岸站立着秃顶，被誉为欧洲最古老的酒吧。自维京时代以来，
一个小酒馆就站在这个地方，而Brazen
Head在1998年庆祝了它的800岁生日。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是一个常客，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提到了两个“Brazen He
ad”。今天，你可以享用一杯饮品，点一些美味的食物，听听周末常见的即
兴爱尔兰传统会议;都在历史和文学的环境中。

 +353 1 677 9549  www.brazenhead.com  info@brazenhead.com  20 Bridge Street Lower,
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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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Tim Sackton   

布林迪西 

"最旧的历史"

Al Brindisi是一个美丽的酒吧，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证明自从至少1
435年以来，它已经开始供应饮料了！在意大利的费拉拉地区，这个可爱的酒
吧质朴而温馨。他们提供一些最好的葡萄酒与该地区的一些最好的美食。这
个地方会留下一个咒语。这个地方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仍然是当地人经验
丰富的水坑。

 +39 05 3247 1225  www.albrindisi.net/  Adelardi Via 11, Ferrara

 by Stichting Jacob Spin   

咖啡厅Karpershoek 

"德Karpershoek溢出与历史"

Karpershoek咖啡厅是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酒吧，自1606年以来就在其中央火
车站附近的位置营业。一家典型的荷兰咖啡厅Karpershoek让客人体验历史悠
久的水洞，喜欢和音乐交谈，并留恋客人。内部保存完好，采用深棕色的口
音和典雅的木制品。 De Karpershoek酒店当天供应咖啡，夜间供应全套酒吧
，是希望沉浸在阿姆斯特丹酒吧风景历史中的游客的必游之地。

 +31 20 624 7886  www.cafekarpershoek.nl/  info@cafekarpershoek.nl  Martelaarsgracht 2,
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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