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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stube Zur Kiste 

"魅力自己"

几代人以来，Weinstube Zur Kiste一直是斯图加特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葡萄
酒小酒馆。还是那个地方自豪地保留着艺术时代的宏伟。拥挤的艺术家和知
识分子，这个地方提供了多年来独特的爱的创造性的氛围。装饰是木质和优
雅的。精心制作的菜单上有丰富的斯瓦比亚美食和迷人的葡萄酒，可以将它
们清洗干净。必须在斯图加特参观。

 +49 711 24 4002  www.zur-kiste.de/  info@zur-kiste.de  Kanalstrasse 2, 斯图加特

 by Chinh Le Duc on 
Unsplash   

Waranga酒吧及Clublounge 

"髋关节派对的地方"

Waranga是斯图加特最受欢迎的聚会场所之一。它提供了一个阳光明媚的露台
，配备了遮阳篷，植物，躺椅和舒适的沙发床，让您感受真正的放松。俱乐
部以其宁静的氛围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客人。在忙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这是
与朋友放松的理想场所。该俱乐部组织各种音乐活动和戏剧，使其成为所有
狂欢者的热点。
Waranga俱乐部休息室也出租举办派对，商务活动，演讲或私人派对。

 +49 711 9979 9266  www.waranga.de  info@waranga.de  Kleiner Schlossplatz 15,
斯图加特

 by Free-Photos   

Treppe 

"豪华咖啡厅"

特雷普是一家咖啡厅和酒吧，提供各种葡萄酒，烈酒和烈酒。舒适温馨，这
个地方还提供了一个休息室，在那里你可以放松和你的朋友冷静下来。在休
息室和酒吧玩的房子和电子音乐肯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在咖啡厅提供的食物
包括paninis和沙拉。这个高级咖啡厅也受益于超级中央位置和膨胀的造型。

 +49 711 222 1646  www.cafe-treppe.de/  info@cafe-treppe.de  Kleiner Schlossplatz
13-15, 斯图加特

 by javierdumont   

Schräglage 

"让你的头发下来"

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工作之后，当您需要一个压力克星时，参观Schräglage是
一个完美的选择。室内DJ会旋转一些很酷的音乐。他们也有一些现场活动和
音乐活动，以确保没有单调。喝一杯，跳舞，一夜之间DJ的曲调。当疲倦赶
上你，你可以去阳台，沉迷于那里的美味食物。时间让你发呆，玩得开心。

 +49 711 1691 7455  www.schraeglage.tv/club
/

 mail@schraeglage.tv  Hirschstrasse 14, 斯图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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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leThéâtre咖啡厅 

"热闹的当地咖啡厅"

这间古典的咖啡厅以20世纪80年代风格装饰。 CaféleThéâtre酒店于1998年
扩建，毗邻露天电影院，提供现场音乐表演和现场直播节目。这个咖啡厅，
包括一个适当的餐厅，就在格洛丽亚剧院旁边，这是在演出之前或之后喝咖
啡的好选择。这个地方还供应酒和葡萄酒。

 +49 711 5044 6676  www.cafeletheatre.de/  info@cafeletheatre.de  Bolzstraße 6, 斯图加特

 by philoup d   

马歇尔马特 

"惊人的当地咖啡厅"

马歇尔·马特给出了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氛围，以逃避步伐。咖啡厅提供了
一个清凉的饮料，在你永远不会忘记的设置。一个有吸引力的酒吧柜台，明
亮的室内设计和马歇尔·马特·狄龙墙壁上的美丽壁画欢迎顾客在这个温暖
的氛围。菜单上有一些最好的意大利咖啡，精美的茶，创意鸡尾酒，Dinkela
cker啤酒和苏格兰威士忌，都非常诱人，你不会只订一个订单。在夏天，他
们开辟了通风的阳台空间，使您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城市景观以及您最喜爱
的饮品。

 +49 711 284 6878  www.marshallbar.com/  info@marshallbar.com  Eberhardstraße 6A,
斯图加特

 by Public Domain   

Erdgeschoss 

"文化酒吧"

Erdgeschoss以前被称为展示中心（“The Ground Floor”in English），是
一个在房间中央有舞台的酒吧。这里举行许多音乐会，文艺演出和诗歌朗诵
。啤酒是好的，来这里的人群是文化倾向。大屏幕，也是观看重大体育赛事
的热门目的地。来这里放松，放松你的感官。

 Theodor Heuss-Strasse 4, 斯图加特

 by Public Domain   

熟食店 

"德国在斯图加特"

这个地方不像北美的游客可能期望的那样。远离熟食店，主要是享用饮料的
地方，尽管也有一些可用的菜肴。在这个星期里，德利的人群大多是混合的
，除了骑自行车的人之外，还有商务人士闲逛，但周末的客人显然更高档。
这可能部分地由可用的饮料来解释。一般是葡萄酒，啤酒只限于一些草稿和
瓶子。在温暖的天气里有很多室外的房间，虽然在午夜之后规定需要人进来
。

 +49 711 236 0200  www.deli-stuttgart.de/  info@deli-stuttgart.de  Geissstrasse 7, 斯图加特

 by Public Domain   

加州的Bounge 

"加利福尼亚蓝调"

加州Bounge是斯图加特充满活力的派对区的高档酒吧。座位舒适，舒适，灯
光柔和，使其成为工作压力大的解毒剂。葡萄酒和鸡尾酒清单是广泛和令人
惊讶的合理定价。 DJ最初播放醇厚的音乐，并随着夜晚的进展而逐渐建立起
来。在夏季较暖和的日子里，可以坐在外面的阳台上，欣赏一些对面的街景
。

 Schellingstrasse 7, 斯图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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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rad 

"无尽的酒吧"

2005年，7grad休息室首次开放，提供最好的娱乐。它呈现混合的音乐和家/
电，是Theodor-Heuss-Strasse中简单而别致的酒吧之一。休息室由一个宽敞
的空间与优秀的其他世俗室内设计和照明。确保你穿得最好，以免在这个城
市最美丽的派对中感到不适。

 +49 711 4898 3925  www.7grad-stuttgart.de/  info@7grad-stuttgart.de  Theodor-Heuss-Strasse 32,
斯图加特

 by BENCE BOROS on Unsplash
   

Biergarten im Schlossgarten 

"丰盛的食物和伟大的啤酒在户外"

Biergarten im Schlossgarten酒店自1996年开始营业，是该地区最大的啤酒
花园之一，拥有美丽的公园般的氛围。这里的特色菜包括直接从烤箱中取出
的fleischkase（一种肉类面包），新鲜烧烤的猪肘和鸡肉，酥脆的烤肉和ka
sspatzle（芝士面条）。有一些啤酒可供选择，都非常诱人，你不会为一个
订单而定居。这个露天场地可容纳约2000人，是与朋友见面，周末放松的好
地方。

 +49 711 226 1274  www.biergarten-
schlossgarten.de/

 info@biergarten-
schlossgarten.de

 Am Schlossgarten 18,
斯图加特

 by Altnet   

Rote Kapelle 

"摇滚！"

这个位于斯图加特西部的Feuersee（火湖）附近的时尚酒吧也可以让客人在
巴塞罗那感到宾至如归。这家典雅的酒店是斯图加特夜生活的领先地点，以
明亮的色彩装饰。哥特式的Johanneskirche风景如画的背景让人感到舒适。
俱乐部每周通行证给频繁的游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饮料菜单。这个地方的另
一个主要景点是啤酒。是的，这个啤酒配方可以追溯到450多年前。而且，在
晚上，这个地方还有当地的DJ在现场。

 Feuerseeplatz 14, 斯图加特

 by Thilo Parg   

LKA - Longhorn 

"有现场音乐的大酒吧"

从德文翻译过来，这个企业名下的“LKA”就是Longhorn Cultural Exchange
。最初在1984年作为一个国家和西方酒吧开放，这个地方通常挤满了美国人
。然而，90年代撤军后，这个概念不得不改变，文化交流就此诞生了。现在
是一个迪斯科和音乐厅，有一个混合的程序。致力于推广当地人才的业余之
夜，70年代和80年代音乐的经典老歌之夜，以及垃圾，另类，工业和自由式
的夜晚几乎每周的每个晚上都会满载。

 +49 611 409 8290  www.lka-longhorn.de/  info@lka-longhorn.de  Heiligenwiesen 6, 斯图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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