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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es

海明威曾说：“别管什么教堂、市政建筑和广场，如果你想要
了解一种文化，就在当地的酒吧过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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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ocial
La Social 是北京开业的第一家南美风情的酒吧。旧

式的折叠椅子、格子地砖，灯泡环绕的耶稣画像，格子
柜里塞满了地域风格明显的装饰品……超级混搭的南
美风格让它成为让人放松畅饮的奇妙之地。这里的老板
也是诸多城市的网红餐厅 Moka Bros 和 Mosto 的创始人。
La Social 并不仅仅只有南美洲的玉米饼和莫吉多，它的
酒单上有着诸多品质优异的经典鸡尾酒和风味小食。总
之，在这里，你就像走进了小巷里深藏的邻家派对，亲
切的员工和从不停止的舞步让你能够充分感受到北京城
市夜生活的真正魅力。

闫明明

生活方式博主、自由撰稿人。
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新港
滩市，于北京生活 6 年。

Red Dog 
Red Dog 是一间精致的小酒吧，由著名的调酒师 Jack Ren 创立，

Red Dog 供应丰富的鸡尾酒与葡萄酒，酒吧的装饰充满先锋主义色彩，
有人评价这里非常像伍迪艾伦导演的《午夜巴黎》里各种艺术家交流聚
会的地方。精心调配的鸡尾酒并不是我爱上这里的唯一原因，我更喜欢
的是这里所呈现的精神内核—由至死也不愿离开主人的宠物犬命名，
这间酒吧的主题是忠贞不渝的“爱”。在这里，只要你热爱生活，享受
人生，无论属于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享受一段“爱就是爱”的美好派
对时光。

Mai Bar 
Mai Bar 就是那种任何人都会推荐给

朋友的酒吧。我喜欢这里欢迎所有人的
开放姿态，低调的氛围，最重要的是其
极为出色的鸡尾酒出品。如果你只是想
和朋友一起出去喝杯啤酒，这里或许并
不适合，因为北京已经有太多地方供应
格式精酿啤酒。在这里，人们更可以期
待遇见全新的鸡尾酒口味，与当地的朋
友一起分享北京最新的时尚热门聚集地
与生活潮流等等。

北京

对我来说，北京是一个充满任何可能性的地方。与世界上其

他大都市不同，北京将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当代的新锐潮流完美融合

在一起。北京的餐饮行业，永远都敞开胸怀拥抱最新的潮流趋势，

同时也不断创造着新的潮流导向。我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城市见过，

主厨会和调酒师们聚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流，创造出社群的极限状

态。在这里，你能看见北京，也能找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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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 W 酒店池畔酒吧
最美浦江江景 + 网红打卡地

位于北外滩的上海 W，去年一开业即迅速成为“大网
红”打卡胜地。5 楼的 WOO Bar，以浦江无敌江景为背景，
再加上露天泳池的加持，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铺天盖地的
各种自拍照。WOO Bar 的空间设计借鉴了上海石库门里的
天井概念，白天采光明亮，晚上光影交错。除了室内餐厅
和室外酒吧，泳池另外配备一个池畔酒吧。来这里享受夜景，
记得一定要打扮得光鲜亮丽。

To see and to been seen—这才是流光溢彩的上海滩夜
生活的真谛。

上海 W 酒店酒吧室内和室外的酒单及餐单稍有不同，
超级好吃的“松露薯条”，胖胖的薯条配高级感迅速提升的
松露油，让美女们不惧淀粉使人发胖的事实，一定要在室
内点哦。室外的没有松露油！另外，下图这瓶法国阿尔萨斯
的 2011 年干型“琼瑶浆”白葡萄酒，香气扑鼻，带有玫瑰花瓣、
荔枝和异国水果的香气，价优物美，绝对是超值之选。 >>

上海

说到酒吧，本来就是外来文化。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

市之一，还是走在国内各城市的前列—这里各色酒吧应有尽有，

而且频频更新、不断创新。过不了几个月，新的区域、新的酒吧总

会应运而生。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家我个人最爱的酒吧。

水舍
眺望浦东陆家嘴 +文化沧桑美感

水舍是一座仅有 19 间客房的四层精品酒店。建筑本身是由建造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三层楼高的日本武装总部改建而成，原有的残缺混凝土结构、
古老的地砖被保留还原，“伤痕累累”的水泥墙壁，甚至还能看见弹孔的痕迹。
再加上独特的历史背景，让这栋耸立在黄浦江岸边建筑，有别于一般设计
酒店，给人一种文化沧桑美感。

酒店一楼包含餐厅和酒吧。新现代法餐 Oxalis 的行政主厨是来自法国
的 Jonas NOËL，他曾在法国及香港的一系列米其林餐厅及五星级酒店的厨
房工作了 13 年，坚信“美好的餐食体验，应是日常”。水舍酒店餐饮经理是
同样来自法国的 Christophe Capron，慈祥而时髦的老大爷在葡萄酒行业已经
浸淫了 38 年，接人待物、侍酒手法，如行云流水。偶尔蹦出几个“散装中文”
单词，让人如沐春风。酒吧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区域，如果你要的是浪漫而
品位不凡的小酌，水舍绝对是理想之选。

Lulu
资深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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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光溢彩、被冠以“花都”之名的巴黎，从来不缺浪漫，天

上流动的白云，教堂飘荡的钟声，水面划过的白鸽，河边依偎的情人，

都让人百看不厌。夜晚的巴黎更像一个肆意飞翔的精灵，轻轻撩拨

你内心深处最神秘的渴望，几乎所有从未来过巴黎的人都会幻想出

巴黎之夜的纸醉金迷。巴黎的夜生活绝不仅仅是酒吧与 CLUB 的天

下，在这里人们可以乘坐传统的游船品尝着法式美食美酒，伴随着

法式优雅的小调音乐品味塞纳河的美丽夜色，或是登上埃菲尔铁塔

在观赏全巴黎夜景的同时 , 享受与美酒相伴的正宗法式大餐。巴黎

夜间歌舞秀表演也是巴黎极具特色的传统，能让您真正身临其境地

感受到巴黎，俊男靓女们嬉笑着旋转跳跃，姑娘们高高扬起雪白的

大腿，粉色鸵鸟羽毛在康康舞裙间飘动，歌声飞扬，美酒飘香……

埃菲尔铁塔 58 餐厅
俯瞰巴黎夜色

埃菲尔铁塔是俯瞰巴黎夜色的最佳场所，这里也是至少要提前一周预
约的热门场地。不妨跟随着莫泊桑的脚步，来到铁塔位于距地面 58 米高的
餐厅，一边俯瞰巴黎美景，一边享受正宗法式大餐的美食与美酒，从视觉和
味觉上品味整个巴黎。葡萄酒是法餐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香醇的法国葡
萄酒会为菜肴和心情带来美妙的变化，这里丰富的酒藏绝对不容错过。为
了让人们能从不同角度欣赏到巴黎的美，58 餐厅的天顶被设计加入一块巨
大的透明玻璃，抬起头来，便可以看到深邃的铁塔内部结构与皎洁月色，而
环顾四周，华灯初上，塞纳河畔的历史名胜在深蓝色夜幕的映衬下熠熠生辉，
轻轻摇动酒杯，你会真正理解“流动的盛宴”的真正意义。

巴黎丽都
康巴莱的金色大厅

许多法国人都会告诉你，“夜晚的巴黎在丽都”。巴黎丽都（Lido 
de Paris），其实和中国的同名酒店、楼盘甚至整形医院没有任何关
系……1928 年，一名叫做 Edouard Chaux 的先生将香榭丽舍大街 78
号一座带水池的建筑改造成贵族歌舞演艺厅，取名“巴黎丽都”，
这里也是目前欧洲唯一带有溜冰场的歌舞表演地。在那个纸醉金
迷的盖茨 • 比年代，巴黎的社会名流们身着华服，从马车上轻轻
跃下，挽手款款走进巴黎丽都，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暗叙幽情。
热情火辣的卡巴莱舞成为巴黎丽都最闪亮的招牌，这里开创了在
歌舞卡巴莱里加入瀑布，冰上舞池，游泳池，喷泉等等先河，“晚
餐秀”欣赏歌舞表演的形式也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从巴黎丽都最
先开始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在这里一边享受冰桶中的名贵香槟，
一边观看“蓝铃女孩”的华丽演出，难怪有人说，最理想主义的夜
巴黎，最梦幻的夜巴黎，全在这里了。

巴黎游船
塞纳河上的小酒馆

在巴黎的夜生活中，美酒无处不在。不妨把左岸的
小酒馆搬到塞纳河上，在塞纳河游船中享受开怀畅饮的
惬意时光。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市政厅、埃菲尔铁塔、
荣军院……在 2.5 小时的巡航中，你不会错过塞纳河两岸
任何的重要景致，玻璃全景船舱和优雅的装饰，营造出
轻松优雅的浪漫氛围，在曼妙的音乐声中，人们开心交谈，
畅饮美酒，品鉴米其林星厨打造的精致美食，这也是许多
巴黎人所热爱的生活方式。

巴黎
李晓楼

法国旅游发展署资深 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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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静 

戏剧导演、制片人
Eldarin Yeoung Studio 创始人

伦敦是世界上夜生活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从

下午开始就有许多人会泡在小酒馆（Pub）中喝酒

聊天；入夜，无论是灯红酒绿的苏荷区，还是西部

富人区，或是东部热闹狂野肖迪奇区，夜生活的丰

富多彩超乎想象，很多热门场所门口都会排起长队；

特别有意思的是，伦敦人无论多冷的天都能拿着啤

酒站在 Pub 外面窄窄的小街道上聊一个晚上，一扫

人们对于伦敦人低调腼腆的印象。

国王之首剧院酒馆

英国的小酒馆（Pub）是人们吃饭喝酒、聚会聊天的重
要社交场所，由于太受欢迎，所以人们也开始探索各式各
样的“Pub+”形式，比如 Pub+ 剧院。位于伦敦伊斯灵顿区
的国王之首剧院酒馆，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热门聚集地。
这里不仅仅供应美食美酒，同时还拥有一个艺术剧院，歌剧、
话剧、音乐剧每周在这里轮番上演，艺术气息非常浓厚。

GŌNG Bar

2014 年刚刚建成的伦敦碎片大厦（Tha Shard），是伦敦目前第一高的建
筑和最新网红地标建筑。这座形状类似桅杆的摩天大楼由著名建筑设计大
师伦佐 • 皮亚诺设计，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中心位置，总高度约为 310 米，
从伦敦中心城区各个角落几乎都可以遥望到它，同时这里也是伦敦最新兴的
金融中心区。位于碎片大厦 52 层的宫吧是西欧最高的池畔鸡尾酒酒吧，拥
有无敌的落地窗视角，可以让人从云端俯瞰夜色中的泰晤士河与伦敦桥、圣
保罗大教堂等著名景致，同时它还连接着香格里拉酒店泳池，每周有固定
时间开放池畔现场乐队演出，备受伦敦金融人士和商旅人士青睐。最关键
的是，在这里真的可以找到伦敦最高水平的鸡尾酒，首席调酒师 Christian 
Maspes 从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发明—如电脑、吉他、热气球、直升机中汲
取灵感，制作出独特的创意鸡尾酒单，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独特造型让人
大开眼界，同时，这里的香槟与红酒酒单也非常丰富。

米兰达 CLUB

每到周末，18～25 岁的年轻人几乎都会聚集在东伦敦
热闹非凡的肖迪奇区，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伦敦夜生活的中心，
酒吧、PUB 和 CLUB 几乎全部爆满。位于 ACE 酒店地下一层
的米兰达 CLUB，是东伦敦区目前最火爆的热门夜店，将极
简主义的潮酷和美式基因完美融合，无论是复古摇滚还是潮
流电音，这里都有办法让年轻人趋之若鹜，《大都会报》甚
至将它列入全球最好的夜店名单。午夜 12 点，盛装打扮的
青年们在门口的寒风中排起长长的队伍，门口同时停靠的，
还有警车与救护车。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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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日本的夜生活，就像沉闷压抑的氛围中闪起的点点霓虹，让

奔波一天的人们不禁驻足，感受，沉浸，最后放声宣泄。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个严格谨慎，不容死角的民族，其中生

活的人们，无论土生土长还是外来融入，身上都无不体现着这个民

族对规矩的不可逾越。夜生活是个让人们挣脱与放飞的空间，并且

在日本这种反差更为明显。在这里，由酒来助兴，解脱一天的工作

缚身，即使明天还是一如平常。

在日本留学的三年，最喜欢去有日本特色的居酒屋。幽黄的

灯光，木质的桌台，在掀起门帘，迈进这昏暗而又让人迷醉的空间

的那一刻，无论年老年少，无论什么心境，都想在这里喝上一杯清

酒，吃上一碟小菜。记得当时是中国农历新年，我和几个朋友约在

一家山ちゃん居酒屋跨年。里面有公司白领，有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大家形形色色，一杯酒里包含着各种想和他（她）分享的情绪。记

得那天我点了一杯温热的杏酒，这种酒喝进嘴里柔柔绵绵，酸甜的

味道挑逗着味蕾，但又因加了热的缘故一切又不会显得轻佻。配上

招牌的日式烤串和蜜汁鸡翅，虽没有家里的大鱼大肉，但反而更能

彼此倾诉最细腻的情感。想家，想未来，一杯温热的杏酒，柔软了

整个思绪，虽一样看不清前方的路，但却闻到了从那里飘来的芬芳。

山ちゃん居酒屋

位于新宿三丁目地铁站步行 5 分钟，新宿五丁目
十字路口处。这是家主打名古屋特产美食的日本传统
居酒屋。夏天点上一扎生啤，冬天斟一杯加热的日本
酒，配上特色的手羽先（炸鸡翅），家人欢聚，朋友轰趴，
在享受美食美酒的同时，解脱一天工作缚身带来的紧
张压抑，是个自由放飞的好去处。 >>

高媛

日本帝京大学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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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所有城市生活都是串联起来的细碎碎片，柏林的夜生活也是

如此。这个城市带有一丁点儿狡黠的天真，因为它总说自由至上，

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任何样子。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摆脱拘谨，实现自我。

柏林夜生活的与众不同在于它的多样性。你再找不到任何城市，比

它更包容，给你更多惊喜。这个城市有相当多的规则，只有一条是

铁律—要走出去，感受这个城市的变幻、无礼、怪异、野蛮、惊

讶和有趣。去做你从未做过的事，见从未见过的人。

多年以后，你会承认这是一段传奇。

Spatii
21:00，柏林夜生活起点

柏林的夜生活由 Spatii 开始。柏林人喜欢把他们热爱的
事物加上带 i 发音的甜蜜后缀，这些原名叫做 Spätverkauf 的
24 小时商店，是柏林独有的风景—你知道欧洲其他所有商
店习惯性在晚八点之后停止运营。Spatii 是柏林特有的存在，
24 小时贩卖糖果烟草—尤其是酒精饮料，从 0.9 欧的瓶装
啤酒到 3.5 欧的比利时精酿，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任何想要的
东西。

Spatii 是开始一日聊天的最佳场所。人们在晃眼的霓虹
灯下总是显得特别温柔，而且这时他们也还没有喝醉酒。

廉价酒吧
23:00，第二轮啤酒

在任何大型旅游城市，你都很难打听到某个酒吧，是真正意义上的
“本地酒吧”。受欢迎的本地酒吧总是很快被游客占据，从某种意义上，
这是社交网络兴起后的一个遗憾。潮流永远在变，我的建议是，跟着学
生走—本地的大学生总知道去哪里玩乐以及享用低价啤酒。老式灯具
和扶手椅，充满烟火气的壁纸，拥挤—拥挤是肯定的。这种酒吧通常
在城市良好的交通要道，同时具有隐秘和开放的特质。

柏林夜晚的第二轮啤酒就发生在这里。

夜店 SO36 /  Sisyphos
01：00，柏林的夜刚刚开始

柏林有超过五百家以上的夜店场，随时准备为三千万想要享受夜晚
的年轻人敞开。

如果你去过伦敦，去过纽约，去过巴黎，你就会感受到柏林夜店的
与众不同—这里看起来好像没有着装要求，但不要被骗了，柏林的嬉皮
士们通常花费数小时在自己的穿着打扮上，这数小时的花费都是为了让自
己看起来随心所欲和漫不经心—后者则是这个城市的隐形规则之一。

推荐两家柏林的夜店。SO36 因他的独立性和多样化音乐而著名。
没有严格的门禁制度，这里是平权和小众人群的向往之处，先锋主题的
Event 每周上演。Sisyphos 的主题是快乐、幸福和自由—这听起来像是
一个谎话，但是，你还能在哪里找到拥有比萨饼店的 Club ？这里是柏林
周末郊外俱乐部的传奇所在。

土耳其烤肉摊
04:00，完美句点

好的城市应该让生活变得简单和
便宜，柏林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点。夜
生活的完美句点，通常由一份包得满
满的土耳其烤肉结束。油脂是解决宿
醉的最佳伴侣，它有百分之五十的可
能性让你醒过来，剩下百分之五十的
可能性吐到天昏地暗，总之这是一个
结局。

张一智

设计师、独立撰稿人
VOIS Advertising 创始人
建有中德文化艺术平台
及小众出版机构 Doooogs

86    CAAC INFLIGHT MAGAZINE

醉眼星空
THE STORY OF LIQUOR

坐 标



我曾游历过 45 个国家，过去的

11 年里，瑞士一直是我的“老家”，

大部分时间里我居住在瑞士，因为

无论走到哪里，瑞士总有办法吸引

我“回家”。许多人提起瑞士可能会

联想到刻板和无趣的生活方式，认

为这里只有工作工作工作，但实际

上这是一种误解。特别是在苏黎世，

这个拥有一百万常住人口的城市里，

有来自全球 166 个不同国家的外国

人，占据总人口比例的 31%。所以，

苏黎世的夜生活也为人们提供了有

各种风格不同的酒吧和非常多元的

选择。

Raygrodski Bar

这家只售卖鸡尾酒的鸡尾酒吧坐落于苏黎世最新的嬉皮士
聚集区 Lochergut。大多数酒吧里的鸡尾酒你会称之为饮料，而
在这里，你会叫它艺术。

酒吧的命名来源于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社会改革家 Paulette 
Raygrodski，这里的鸡尾酒也充满着激情和极端特立独行的独特
风格。比如“玛丽先生”（Sir Mary），酒单上被描述为一杯辛辣、
清爽和富有芳香的鸡尾酒，原料是混合了墨西哥辣椒的伏特加、
芹菜和西红柿汁。“发酵的 AmeRaycano”，则是一款专门致敬拳
王普里莫 • 卡纳拉的鸡尾酒，卡纳拉是一位意大利拳击手，也
是首位赢得世界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的非美国籍拳王。

Kronenhalle

欢迎来到 Kronenhalle—这间世界闻名的传奇餐厅与酒吧。自 1924 年
开始，这里就是当地名流们频繁出入的热门地点，无论是商人、艺术家、作
家，还是设计师与建筑师，都对这间具有博物馆式装潢布景的优雅餐吧情有
独钟。

只需要列出几个名字，你就能知道 Kronenhalle 意味着什么—可可 • 香
奈儿、伊夫 • 圣罗兰、保罗 • 毕加索、贾科梅蒂、詹姆斯 • 乔伊斯，都曾是
这里的座上宾，他们在这里高谈阔论或是怡情小酌，吸引他们的并不只有这
里高端精致的菜单与酒单，还有墙上悬挂的夏加尔、米罗、马蒂斯的作品……

作为一间有着传奇历史的酒吧，Kronenhalle 的酒单由世界冠军调酒师
一款款精挑细选而成，无论香槟、威士忌、葡萄酒还是鸡尾酒，保证客人永
远可以享受到世界上最顶尖的酒品，这里所有的调酒师和侍酒师也都专业、
殷勤并且有着一流的技巧，这让 Kronenhalle 也跻身世界最佳酒吧之一。除了
鸡尾酒，Kronenhalle brasserie 也供应瑞士传统菜肴和时令美食。

Jules Verne

坐落于世界上“最昂贵的街区”苏黎世班霍夫大街，Jules Verne
隐藏在一栋低调的独栋建筑之中。你可以穿过一楼的 Brasserie Lipp
餐厅，乘坐电梯来到顶层有着黄金大门的酒吧入口，你将发现环绕
周身的透明落地玻璃窗，让苏黎世城市全景尽入眼中！

这是一间舒适、安静的传统酒吧，无论是商务聚会还是晚饭前
小酌一杯，在舒服的皮沙发上享受景色都是不错的选择。酒吧还提
供一些特别的“小贴士”：

你不能终日饮酒—除非你是从早上开始的。
负责任地饮酒在这里意味着，不要洒掉酒杯里的一滴酒！
生活的种种答案可能未必藏在葡萄酒的瓶底儿，但至少你应

该尝试去寻找一下！

George Grill & Bar

和我之前的推荐相比，George Grill & Bar 提供的是苏黎世最广
为人知的那一面—坐落于带有露台的顶层豪宅中，你可以在宁静
奢华的环境中静静享受阿尔卑斯山脉环绕下的苏黎世城市景色。

如果你是一个经验十足的旅行者，你会觉得这里和新加坡、澳
大利亚或者纽约的高端酒吧没有太大区别。如果你还不是，那么也
没关系，这里超级丰富的酒藏，可以让你从葡萄牙、西班牙旅行到
南非或者北美……这里的酒单似乎长到没有止境！和酒单相比，这
里的食物选择就没有那么丰富了，不过你绝对可以品尝到一流的瑞
士品质。

马丁尼克 • 乔宾 

数字媒体营销顾问

黎士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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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松宁  

演员， 美食美酒博主

纽约，纽约 。

一个不眠之城，好到需要命名她两次。当然，无觉之夜就得

有好酒相伴，因此纽约也有鸡尾酒之都的美誉。这些酒吧大多数

都以地下酒吧（Speakeasy）的形式出现，从咖啡厅后院、电话亭，

再到理发店后门，曼哈顿每条街上都几乎隐藏着酒吧，犹如在玩寻

宝游戏。而纽约另一个行政区布鲁克林，则以反主流文化为潮流，

领衔啤酒业等不同趣味的饮酒文化。总而言之，纽约的酒吧数不胜

数，无法一一推荐。以下是我从酒品，文化和景点等元素再三考虑

觉得最应拜访的五个酒吧，希望大家游纽约时可以去拜访！

Angel's Share

整个曼哈顿最为人知的地下酒吧 Angel’s Share 开于 1993
年 , 是纽约领先的日式鸡尾酒酒吧。在它风光的 25 年里培养了
众多著名调酒师，其中包括赢获 2012 年百加得传世鸡尾酒大赛
冠军的香取慎吾。他采取朗姆酒，雪利酒，抹茶和柚子创造的
Speak Low 早已在鸡尾酒界家喻户晓。想找到 Angel’s Share 就
要先找到纽约东村的日本餐厅 Village Yokocho。上楼后左转即可
看到一扇不起眼的门（一般都会排队），而踏入门后则是另一般
世界—欧美气息中带着浓厚日本传统元素，仿佛被带回上个
世纪二十年代的东京。坐在窗边可欣赏 Stuyvesant Square 的夜
景，坐在吧台则可得到调酒师的亲自推荐，是一个再好不过的
约会地点。

个人推荐的几款酒是：
Cheek to Cheek: 浆果的酸甜味和马斯卡彭奶酪浓浓地覆

盖住朗姆酒的味道，丝毫尝不出任何酒精味。建议喜欢吃甜点
的女生点这个。

Flirtibird: 大麦烧酒与柚子汁的完美合体。紫苏叶的清香
和杯沿的梅盐更是给此酒另一番风味。适合夏天畅饮的清爽鸡
尾酒。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烟熏过后的波本威士忌和雪利
酒相融而调出的浓厚酒味，喜欢古典鸡尾酒的必定要好这一口。

要点小吃的话一定要点他家的香肠，超赞！

Sake Bar Decibel

如果说 Angel's Share 象征的是日本咆哮的二十年代，那 Decibel 所代表
的就是日本朋克摇滚鼎盛时期的八十年代。同样是 1993 年开业，Decibel 号
称为纽约日本清酒酒吧始祖，有近 100 种上好的清酒，把日本饮酒文化真正
牵引到美国 。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酒吧，你要先在三大道和二大道之间的
九街上找到“ON AIR”的标志，走下颓废的楼梯，打开破旧的门。在酒吧内
幽暗灯光的照射下你才会发现自己被满墙的贴纸和涂鸦所包围，而每个人都
是肘碰肘，肩碰肩，拥拥挤挤地坐在一起，丝毫不在意与陌生人的亲密距离，
完全沉浸于美酒和友人的世界里。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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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Tail

走进 Blacktail 就犹如走进禁酒时期的哈瓦那。绿叶，草帽，雪茄
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海报使你被一股浪漫的沙滩风情所包围。当时
由于美国的禁酒令，很多人都从这个港口坐船驶入古巴首都，开始了
脱离故乡的放荡生活。而这家酒吧则是由创办 The Dead Rabbit （赢获
2016 年全球最佳酒吧的荣誉）的组合开的第二家酒吧，一开业就受
到鸡尾酒界的重视。这里以古巴代表酒朗姆为鸡尾酒基础的 Highball, 
sour 和 Punches 可以让你亲自体会为何当时作家海明威、黑帮首领艾
尔卡彭等等人物会如此热爱这个国家。

Grimm Artisanal Ale

访美就定得喝精酿啤酒。虽然纽约不及圣地亚哥，芝加哥，波
特兰等精啤圣地，但布鲁克林本地的精酿啤酒厂也是在全美颇有名
气。其中由 Lauren 和 Joe Grimm 夫妻制造的 Grimm 精啤最为特别。
Grimm 被举为“吉普赛酿造法”的代表，为什么称之为吉普赛呢？
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酿酒厂，靠的全是借租别家酒厂的发酵罐。由
于全靠现成材料，他们可以大肆试验酿造各种独特风味的啤酒，但
也因此很少重复酿造同一种酒并从不立“招牌啤酒”。但在今年的 6
月 30 号，经历 5 年的吉普赛生活，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酿酒厂，提
供超过 10 种精啤，每周六固定更新，是精啤爱好者的天堂。这家
虽然没有固定啤酒，但 Grimm 擅长酿造酸啤和 IPA，所以建议一定
要尝试这两种啤酒。

Westlight

要欣赏曼哈顿摩天大楼轮廓的美景那就得到布鲁克林的
威廉斯堡。The William Vale 虽然至今只开了两年但已成为游
客最亲昵的酒店和纽约潮人的聚集地，尽管设计失去了曼哈
顿的高贵繁华，但五彩斑斓的艺术品和工业化的装修反映出
了纽约年轻一代的文艺炫酷文化。在酒店 22 层则是被玻璃
所旋绕的时尚酒吧 Westlight，在阳光和月光的照射下给你呈
现出不同风味的纽约。这里的鸡尾酒和小吃都是由纽约著名
大厨 Andrew Carmellini 和他的团队创造出的，带有现代美式
风味的意大利餐，让你美食美酒美景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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