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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木马酒吧和酒廊 

"钢琴酒吧"

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从周三到周六在这个钢琴酒吧tick
iv着象牙，但真正的吸引人之处在于Hotel
Monteleone酒店的Carousel酒吧和酒廊。这是一个旋转木马，而且确实在旋
转 - 所有的时间。音乐一直持续到深夜，鸡尾酒就像“Truffletini”一样
混合了贝利爱尔兰奶油和利口酒。氛围有红磨坊设置的一个轻微的感觉，与
大胆的照明设备和图案。

 +1 504 523 3341  hotelmonteleone.com/new-orleans-
dining-entertainment/carousel-bar-
lounge/

 214 Royal Street, Hotel Monteleone,
新奥尔良 LA

 by Public Domain   

法国75 

"经典鸡尾酒"

被命名为美国排名前25位的酒吧之一，法国人75就是精致。高级烈酒和自制
鸡尾酒在这里赢得了一天，精致的味道，适合在法国区很好。饮料的菜单随
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但酒吧的名字，白兰地和香槟的组合总是随时可用。
还有啤酒和葡萄酒，还有雪茄，所以在经典的新奥尔良的环境中尽情享受。

 +1 504 -523 5433  www.arnaudsrestaurant.com/french
-75/

 813 Bienville Street, 新奥尔良 LA

Razzoo酒吧和天井 

"舞蹈，现场乐队和卡拉OK"

波旁街上有好几家酒吧，经过几次饮酒后，彼此难以区分。 Razzoo Bar＆Pa
tio酒吧与庭院相互分离，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后院，充足的座位和现场音
乐，通常相当不错。这里的音乐家们用灵魂玩耍，这在波旁街上听到的是一
件难得的事情。饮料价格合理，每天都有三人一桌的欢乐时光。

 +1 504 522 5100  www.razzoo.com/  info@razzoo.com  511 Bourbon Street,
新奥尔良 LA

 by Jason Lam   

一只眼睛的杰克 

"Jumpin杰克！"

抓住你最喜欢的啤酒，享受在一眼的杰克斯地下酒吧场景。如果一个精致优
雅的氛围和柔和的音乐是你正在寻找的，这绝对不是你的地方！滑稽表演，
前卫朋克和摇滚现场表演，低档电影和大量的睾丸激素是你可以期待在这里
找到的。明亮的色彩和热情的表演增添了充满活力的氛围。预定了很多活动
，所以请查看你喜欢的网站。

 +1 504 569 8361  www.oneeyedjacks.net/  oneeyedhomeboy@yahoo.com  615 Toulouse Street,
新奥尔良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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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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seng   

密西西比河底部 

"饮料，游泳池和沙狐球"

随着新奥尔良的发展，密西西比河底已经成为一个很酷的地方，经常被各界
人士所喜爱。就像在附近的其他酒吧一样，友好和简单的装饰设置了现场。
前往这里喝饮料和酒吧小吃，并打发时间，你可以尝试你的手在游戏池。一
个俯瞰河流的户外庭院是一个很好的设置，用凉爽的啤酒结束你的一天，而
当地人欢呼在他们的胜利洗牌重量在董事会。

 +1 504 524 2558  515 Saint Philip Street, 新奥尔良 LA

 by SocialButterflyMMG   

莫莉在市场上 

"给新奥尔良的敬酒"

Molly's在1974年首次开放，从那以后，它一直是新奥尔良体验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这个酒吧是其独特的多元化的客户，轻松的氛围和优质的服务。每年
莫莉都会联合一些常客和客人参加一系列的活动，以表彰他们与新奥尔良及
其人民的关系。这是附近最喜欢的旧酒吧，早上的凌晨啤酒水龙头流入。

 +1 504 525 5169  www.mollysatthemarket.n
et/

 info@mollysatthemarket.n
et

 1107 Decatur Street,
新奥尔良 LA

 by Infrogmation of New
Orleans   

生锈的钉子 

"没有生锈的音乐"

生锈的钉子是那些朴实无华的地方之一，在工作一天之后，人们可以放松身
心，或者只是来这里享受音乐和氛围。生锈的指甲是一个非正式的酒吧，拥
有各种鸡尾酒和一个储藏丰富的酒吧。蓝调和爵士乐是一天的顺序，因为这
是许多即将到来的新奥尔良音乐家的舞台。坐在外面，尝试他们的签名生锈
的钉子鸡尾酒或从他们广阔的苏格兰收集的东西。

 +1 504 525 5515  www.rustynailnola.com/  partyinfo@therustynail.b
iz

 1100 Constance Street,
新奥尔良 LA

 by Scott S   

d.b.a. 

"现场音乐和可爱的Lagers"

在你的一天结束时花哨的音乐和冷啤酒？前往d.b.a.，在那里举办现场表演
，供应生啤，比利时生啤和手绘啤酒。还有一个酒单，威士忌酒单和白兰地
酒单。这里供应的酒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如果你在那里的现场音乐，你不
会感到失望。

 +1 504 942 3731  www.dbaneworleans.com/  618 Frenchman Street, 新奥尔良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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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Ann Larie Valentine   

咪咪在马里尼 

"举起敬酒"

在Marigny的Mimi's举杯祝酒。如果提及鱿鱼香肠，大蒜和奶油，蘑菇manche
go吐司雪利酒奶油蘑菇或烤猪里脊让你口水，不要三思而行来到这里。走进
咪咪的厨师是烹饪魔术师。尝试冷塔帕斯菜单;西班牙奶酪配烤红辣椒，或Ja
mon Iberico con Pimiento（烤面包上的火腿和红辣椒）总是美味可口。在
欣赏现场本地音乐的旋律的同时，用甜点跟随它。

 +1 504 872 9868  mimisinthemarigny@hotmail.com  2601 Royal Street, 新奥尔良 LA

 by User: (WT-shared)
Infrogmation atwts
wikivoyage aka Infrogmation
(talk)   

枫叶酒吧 

"时髦的现场音乐酒吧"

虽然法国区的俱乐部通常得到最多的关注，但他们并不是唯一拥有更好音乐
的好时光。卡罗尔顿区的这个热点地区确实需要坐出租车，但是非常值得。
这个以跳舞为主的热门俱乐部是一个时髦而有趣的氛围。俱乐部的观众选择
他们的位置，然后移动和沟通布鲁斯，zydeco和R＆B的声音。

 +1 504 866 9359  www.mapleleafbar.com/  mapleafbar@gmail.com  8316 Oak Street, 新奥尔良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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