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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小屋 

"运动员的天堂"

彩虹小屋（Rainbow Lodge）是您希望啜饮葡萄酒并与吉姆•哈里森（Jim
Harrison）或汤姆•麦康恩（Tom Mcguane）等人一起狂欢的地方。享受美味
的海鲜产品，以及在这个百年老木屋白橡树河口的峡谷景色。另外，像Orvis
Room这样的房间，你知道在哪里把家人带到户外。只要让他们看着酒吧里的
乡村雕刻。随着海鲜，鸡肉和肉类制品也是最受欢迎的。烤Ciabatta三明治
，意大利面和沙拉也在菜单上。

 +1 713 861 8666  www.rainbow-lodge.com  info@rainbow-lodge.com  2011 Ella Boulevard, At
East TC Jester,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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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书谋杀 

"看看这里找出Whodunit"

对1980年开放的“谋杀案”这个平常温顺的客人来说，谋杀和混战并不陌生
。全面选择了超过25000种神秘的标题可供选择，其中包括收藏的第一版。购
物礼物？查看各种神秘主题的T恤，咖啡杯和其他物品，这将使任何这个流派
的球迷。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棘手的人，你不会想错过每月的讨论小组，或者
与着名的神秘作家签订书签。

 +1 713 524 8597  www.murderbooks.com/  admin@murderbooks.com  2342 Bissonnet Street,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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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索斯书店 

"为1974年服务于城市"

好的文学很容易找到，如果你知道去哪里。访问这个自1974年以来一直服务
于休斯敦的精品文学店Brazos Bookstore。您可以在书架上找到各种各样的
书籍，期刊，杂志和地图，欢迎您随时随地浏览选择。如果找不到您要查找
的特定书籍，请咨询特殊订单。友好的工作人员将尽可能协助您。利用这个
绝佳的机会来扩展你对艺术，烹饪，育儿或任何其他你感兴趣的话题的知识
。

 +1 713 523 0701  www.brazosbookstore.com  brazos@brazosbookstore.c
om

 2421 Bissonnet Street,
休斯顿 TX

 by jeffreyw   

El Tiempo Cantina 

"迷人的小餐馆"

家庭成员的老式照片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氛围。部分由于地理位置，这家餐厅
享有很大的艺术家和商界人士的普及。室外座位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是诱人的
。传统的Tex-Mex在菜单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以Mollejitas或者Sweetbread
的形式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选择。当然，他们不是为了隐隐的心情，所以要
慎重而享受。用一些sopapillas或馅饼完成你的饭。

 +1 713 807 1600  www.eltiempocantina.com
/richmond/

 info@eltiempocantina.com  3130 Richmond Avenue,
休斯顿 TX

https://pixabay.com/en/salmon-dish-food-meal-fish-51803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houston-tx/31836-彩虹小屋
https://pixabay.com/en/books-education-school-literature-441866/
https://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deed.en
https://cityseeker.com/zh/houston-tx/183417-由书谋杀
https://www.flickr.com/photos/barbarabrannon/3302098986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houston-tx/250860-布拉索斯书店
https://www.flickr.com/photos/jeffreyww/19819008038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s://cityseeker.com/zh/houston-tx/246498-el-tiempo-cantina


 by Manos   

Briar专柜 

"雪茄爱好者的优雅礼物"

Briar专卖店配有烟斗，烟草，进口香烟，甚至还有一个巨大的步入式雪茄柜
，里面储存着数以百计的雪茄。你会发现大量的配件，包括雪茄盒，刀具，
盒子和打火机，工作人员也提供管道修理。漫步到旧建筑的其他部分，找到
一个不错的啤酒和葡萄酒的选择。

 +1 713 529 6347  briarshoppe.squarespace.com  2412 Times Boulevard, 休斯顿 TX

Wabash古董＆饲料商店 

"城市农业轻松"

每个都市后院的园丁都必须随时欢迎Wabash，因为它是有机园艺解决方案的
真正天堂。在历史悠久的建筑倒退中回到更简单的时代，漫步在他们丰富的
天然土壤肥料，治疗和环保产品中。或从总是忙碌，但有帮助的工作人员得
到指导。可爱的小狗和小猫经常可以出售，还有几种品种的鸡蛋，家禽或宠
物的有翼家畜。从工具和花盆到花园装饰品和天然宠物食品和用品，Wabash
拥有这些巨大的花园商店所做的一切，还有更多。

 +1 713 863 8322  www.wabashfeed.com  4537 North Shepherd,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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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市场真正的得克萨斯州酒吧B -

阙 

"德州中部烧烤"

在庐陵市场Real Texas Bar-B-
Que观看您的德克萨斯烧烤仪式，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餐厅。 “时代”杂志
于1981年开放，推荐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用传统食谱，b，，排
骨，鸡肉和火鸡在Post Oak上烧木柴，散发出独特的烟熏味道和口感。他们
的特长是手工牛肉香肠;它令人印象深刻的酒吧伴奏，更不用说山核桃派或凉
拌卷心菜。他们的烧烤分开的是浓郁的芥末酱，一个签名的项目和流行的最
爱是由瓶子出售。

 +1 713 871 1903  www.lulingcitymarket.co
m/

 info@lulingcitymarket.co
m

 4726 Richmond Avenue,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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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清真肉类 

"中东美食"

耶路撒冷清真肉类是休斯顿最有趣的市场之一。在这个大而人口稠密的商店
里找到中东精致的口味和异国情调。在这里，你会发现过道后的东西，你不
会在你的普通商店找到。获得传统的茶具，为您的正宗小豆蔻茶。或者，尝
试一些新鲜的皮塔饼来做下午点心。和高质量的死枣和杏子。如果你正在计
划一个冒险的餐，你甚至可以得到新鲜的山羊肉。

 +1 713 784 2525  www.jhmeats.com/  jhmeats@gmail.com  3330 Hillcroft Street,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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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go deChãoChurrascaria 

"巴西最好的"

Fogo deChão于2000年开业，欢迎食客来到一个质朴而又有吸引力的氛围，是
一个备受赞誉的商人之间的连锁店。巴西的产品，如猪肉，鸡肉，牛肉，羊
肉和香肠都是正宗的。沙拉吧是巨大的，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如果你想要的
东西光。精心准备的火热菜肴和一个不错的酒吧菜单肯定会诱人你的味蕾，
并带你回来更多！

 +1 713 978 6500  fogodechao.com/location  info@fogo.com  8250 Westheimer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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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拉波斯烤肉 

"大波斯家庭餐厅"

预订并乘坐Westheimer到愉悦的国际Westchase区去享受波斯的美味。如果你
还没有尝试过中东的食物，那么你真的错过了。卡斯拉波斯烧烤是一个完美
的地方开始与他们温暖和邀请的气氛和渴望食物。尽管这是得克萨斯州，羔
羊确实是新的牛肉，而卡斯拉的羔羊羔羊是简单的世俗。不确定你想要哪种
五香肉？得到一个组合，以红肉或家禽的热串。即使尝试腌三文鱼烤肉串。
你会爱上蓬松的印度香米和五香烤蔬菜。 - 亚当罗森

 +1 713 975 1810 (Reservations)  www.kasrarestaurants.com/  9741 Westheimer Road,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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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特产食品 

"欧洲和中东的项目"

腓尼基特产食品拥有丰富的欧洲和中东特色食品。你会发现中东最好的香料
，食用油和装饰品。它也承载希腊橄榄的几乎所有变异。熟悉东欧的消费者
会认识到最好的波兰香肠和匈牙利辣椒粉的味道。俄罗斯提供罐装鱼和鱼子
酱，还有其他欧洲珍品。这家商店非常受欢迎，另一家分店在市中心开业，
还有一家酒吧和咖啡厅。

 +1 281 558 8225  phoeniciafoods.com/loca
tions/westheimer-market/

 info@phoeniciafoods.com  12141 Westheimer Road,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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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马尔迪的比萨饼店 

"高档的纽约风格的披萨"

格里马尔迪的比萨饼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让你的比萨饼修复。无论你是在
外面吃饭还是把它带回家，那些在完全薄薄的地壳上最后安息的地方，粘稠
的新鲜番茄沙司就是食物。如果你不是最简单的比萨饼，这个Sugar Land餐
馆有很多配料，如肉丸，烤红甜椒，奶油乳清干酪，烤鸡，甚至卡拉马塔橄
榄，除了标准披萨演员。随意选择你最喜欢的组合配料烤成脆脆的Calzone。
他们也有美味的沙拉。

 +1 281 265 2280  www.grimaldispizzeria.com/locati
ons/first-colony/

 16535 Southwest Freeway, Sugar Land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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