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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伍德罗（EaDo位置） 

"音乐会前的完美水坑"

伍德罗的，是小伍德罗兄弟，是休斯顿的一个集体社会夜生活机构。也许
最近最好的一个在Minute Maid Park和Dynamo
Stadium附近开了市中心，靠近Warehouse Live音乐场地。在音乐会开始前一
小时停下来，在美丽的德州酒吧放松一下;或者在啤酒花园里拿桌子。在平板
屏幕上观看几场比赛，同时在疯狂舒适的沙发上闲逛。与其他地点不同的是
，这款鸡尾酒可以让鸡尾酒伴随着伍德罗标准的数十种啤酒。这个地方有你
需要的一切，所以下班后就停下来。 - 亚当罗森

 +1 713 222 2224  2019 Walker Street, 休斯顿 TX

 by  Adam Rosen 

Khon's酒吧 

"真正独特的咖啡厅和酒吧"

Khon's位于市中心，是下班后的完美聚会场所。他们在悠闲的氛围中供应啤
酒，葡萄酒和咖啡。这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度过宁静的夜晚的好地方。他们有
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股票令人惊讶的饮料。在与友善的调酒师一起拍摄微风
时，带上飞镖，玩飞镖，或者在完成一些工作的同时坐下来享受开眼咖啡。

 +1 713 523 7775  khonsbar@hotmail.com  2808 Milam Street, Suite H, 休斯顿
TX

平面 

"一个时髦的好时光"

就在拐角处，隐藏在一个安静的街区，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小跳跃联合。开车
过去，这个普通的一层砖头公寓似乎相当不起眼。在里面，这是一个丰富多
彩的场景，与当地的艺术和国防部家具摆设，是完美的和朋友们一起度过快
乐的时光或深夜。 DJ拥挤生动的曲调，激发迷你舞池的运动。外面蔓延的庭
院，切换模式，并介意噪音和邻居 - 不允许音乐。不用担心，用比一般酒吧
食物更好的口感来安静，包括牙买加肉馅卷饼，比萨饼和越南蛋卷。 -Gemma
Amato

 +1 713 521 3528  www.theflathouston.com/  1701 Commonwealth, 休斯顿 TX

 by Public Domain   

洋葱溪咖啡厅 

"早上，中午和晚上"

洋葱溪是最终的邻居聚会，每个人都可以享受一点点东西，而不管一天的时
间。需要一些新鲜水果和咖啡的自制华夫饼开始你的一天吧？也许是一个O.C
. Poboy让你度过了一个下午？或者是Frito Pie，一种自来水的冰啤酒，以
及晚餐上的管子游戏，让世界变得一切正常。不要担心，如果你认为你错过
了快乐时光，它会在周一晚上11点。

 +1 713 880 0706  www.onioncreekcafe.com/  marketing@thecreekgroup.
com

 3106 White Oak Boulevard,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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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icardorv30   

珍珠酒吧 

"酷孩子挂起的地方"

很少有这样一个本质冷静的地方不配套的气氛去。在活跃的华盛顿大街的超
时尚的酒吧，酒吧和俱乐部，珍珠酒吧拿走蛋糕。珍珠有两个不同的地方在
美丽的夜生活和谐相处。内部是一个美丽的年轻人和拥挤的混合现代庇护，
而外面只是一个惊人的后院聚会。调酒师是调酒老练的老手，他们处理溢出
的周末人群。停下来享受特别的饮料，享受不那么拥挤的欢乐时光。 -
亚当罗森

 +1 713 868 5337  4216 Washington Ave, 休斯顿 TX

 by CosmoPolitician   

毒女孩 

"选择你的毒药"

无论你想玩弹球，听当地的作家阅读他们的作品，人们看，或喝一些顺利的
威士忌，毒药女孩提供。这间狭窄的单间酒吧可以挤满各行各业的演员，艺
术家，医生，律师以及其间的所有人。在绿树成荫，温馨的后院里，野餐桌
在温暖的夜晚充满快乐。慷慨的倾盆大餐让每天的欢乐时光更加快乐。

 +1 713 527 9929  1641 Westheimer Road, 休斯顿 TX

 by pasevichbogdan   

红狮酒吧 

"邻居酒吧"

在牧羊人驾车上寻找每个小时都欢乐时光的红狮招牌。红狮酒吧获得了一个
优秀的酒单名单，拥有一系列精美的葡萄酒，单一的麦芽和啤酒草稿。补充
食物菜单包括经典的酒吧费用，如鱼的芯片和牧羊人的馅饼和永恒的美国最
喜欢的三明治和汉堡。热闹的喧闹，友好的服务和典型的英式酒吧装饰营造
出迷人的氛围。

 +1 713 782 3030  www.redlionhouston.com/  craig@redlionhouston.com  2316 South Shepherd Drive,
休斯顿 TX

 by PhotoMIX-Company   

索诺玛零售酒吧和餐厅 

"索诺玛是索诺玛移植"

索诺玛零售酒吧餐厅位于里士满大道沿线的一栋不起眼的米黄色建筑内，是
一个隐藏的宝藏，设法为加州索诺玛市带来轻松的气氛和无与伦比的葡萄酒
选择。索诺玛拥有超过150种来自世界各地的葡萄酒，是一个在该地区的葡萄
酒爱好者的圣地，谁留在阳光明媚的天井放松，或遇见美味的熟食拼盘和奶
酪涂抹的朋友。索诺玛零售酒吧和餐厅有几位工作人员在现场协助您选择，
并提供一系列的食品和啤酒选择，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美食佳肴。

 +1 713 526 9463  www.sonomahouston.com  2720 Richmond Avenue, 休斯顿 TX

 by ReinhardThrainer   

峡谷小河咖啡馆 

"一个真正的德克萨斯州山乡村联合"

得克萨斯州中部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如果你没有时间做一次公路旅行，那就去C
anyon Creek咖啡厅吧。有了这样一个悠闲的氛围和友善的人们，你可能会去
吃午饭，并保持通过欢乐时光。享受美国经典和德州美食，如疯狂的汉堡和
肥肉三明治。选择似乎是无穷的，味道是天上的。感觉像更轻的东西？沙拉
摇滚乐，就像Gonzo Garbonzo那种丰满的鹰嘴豆，鳄梨，脆嫩的豆芽和浓烈
的羊奶酪。从30多种啤酒中选择一款，一边看球赛，一边与朋友聊天。他们
在周末也提早打开早餐。 - 亚当罗森

 +1 713 864 5885  www.canyoncreekcafe.com/  6603 Westcott Street,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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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Ekoanug   

天鹅绒梅尔文酒吧 

"低褶乐趣"

很棒的调酒师和更好的饮料特色的舒适和方便描述了你会发现丝绒梅尔文酒
吧。气氛友好而热情。有一个了不起的庭院俯瞰里士满，是一个漫长的一天
后放松的好地方。除了一个储备充足的酒吧，还有一个菜单提供经典的美国
舒适的食物。天鹅绒梅尔文酒吧不仅仅是一个酒吧，它是一个不能被打败的
酒吧体验。

 +1 713 522 5888  3303 Richmond Avenue, 休斯顿 TX

 by VisitPlano   

姜人 

"巨大的啤酒选择"

姜人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赶上一两个冲泡的朋友。有一个相当广泛的啤酒选择
可供选择，有大约50个啤酒的水龙头，等量的瓶装啤酒可供选择。墙上装饰
着很久以前的啤酒瓶，而且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啤酒的味道。这里没有混合饮
料，但对于喜欢啤酒的人来说，欢迎来到天堂。

 +1 713 526 2770  houston.gingermanpub.co
m/

 gm-
houston@gingermanpub.com

 5607 Morningside Drive,
休斯顿 TX

 by SocialButterflyMMG   

丽城 

"迈阿密 - 圆滑的热点"

在这个时尚的上城公园夜总会和酒吧来打扮打扮。丽城的氛围体现了文化与
时尚的融合。设计散发出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旧世界的灰泥建筑的魅力与
铝和铬现代闪闪发光的美丽共享空间。发生的DJ们旋转了一个折衷的组合，
让人群开始到凌晨。每周莎莎是一个受欢迎的喜爱。休息室吸引着富人和名
人，是体验休斯顿热闹夜景的好地方。

 +1 713 552 9271  elisha75@hotmail.com  1131 Uptown Park Boulevard, 休斯顿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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