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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家旗下，又一家恐怖排队餐厅，到明天为止店内5折，人多的要疯了。招牌香辣鱼。

地址：印象城4楼&石路新苏6楼

2 坦克甜品



原来平江路的榴莲专家坦克，阔别苏州一年之后，新店选在寸土寸金的印象城，预计12月中

旬开业。招牌裸蛋糕、有声拿破仑、黑色马卡龙。

地址：印象城4楼炉鱼斜对面&万科美好广场

3 ELYSIUM（须摩提）生活美学概念店



10月刚开的新店。路过的时候以为很小，其实别有洞天。它的地下有个大空间，可以放电

影，还有漆画工作室。老板很爱笑（每次都脑补那句有名的“爱笑的XX最好命”），做的甜品超

级好吃。对了，地下室有懒人沙发~~

地址：中新大道西128号加城大厦招商银行东100米

4 kiwi冰激凌



来自加拿大，DIY自助冻优格，都是低脂的优格冰淇淋，没有奶油和添加，小清新的装修，去

的女孩子特别多。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经常能看到有剧组在门口取景= =

地址：圆融时代广场生活休闲区C幢103室（KFC隔壁)

5 华池88



凯悦酒店的中餐厅，招牌果木烤鸭，需要预定，雅皮入口即化...还有这家的甜品，盘子下面是

干冰，冒着仙气出场，超级特别哈哈~

地址：华池街88号凯悦酒店二楼

6 冰火名家·烤全鱼



来自魔都，烤鱼有28种味道，整体口味偏辣,上海店有舌尖2里面出现过的苗家雷山鱼酱调料烤

制的烤鱼。

地址:观前富仁坊巷(友通数码旁边)

7 步青坊



在生煎界独树一帜，专制各种新品生煎。（图|大众-echozhou1201）

地址：西中市7号(老阊门)

8 团子大家族

超Q超可爱，图案很有意思，最好次的是绿野仙踪和可可的，不过都比较甜~

地址：东大街155号

9 茶马天堂



泰国餐厅，很温馨的风格。招牌马士文咖哩牛腩、咖喱蟹。（图-新浪微博@苏州美食指南）

地址：万科美好广场3楼

10 王的盛筵

立体火锅，汤、烧烤、香锅、蒸锅...华丽逆天，关键是不贵，人均50不到...（图-点评团）



地址：临顿路（近观前鲜芋仙）

11 25次方

继苏很多人的咖啡馆之后，第二家众筹咖啡店，位于平江路北段，在河边有块地，环境非常

nice~（图-新浪微博@Maahier_妖敏）

地址：苏州平江路306号

12 亚坤



新加坡的国民餐厅，东西不多，但是口味不错。印象城店即将开业。（图-新浪微博@苏州美

食指南）

地址：印象城B1

13 老先觉•麻辣窑烧锅



台湾小火锅，一人一锅，装修很有feel，锅底种类很多。（图-新浪微博@JOMOYWANGY）

地址：印象城4楼

14 汤豪仕



港式餐厅，和隔壁的上海大饭堂是一家。菠萝包好次，下午有下午茶，不过甜点种类不多。冻

奶茶茶味很重，推荐尝试~

地址：凤凰文化广场5楼

15 BAKER&SPICE



BAKER&SPICE，以丹麦面包师和帅哥服务为主打嘿嘿~（图-新浪微博@苏州市吃货小分队）

地址：凤凰书城1楼

16 GODIVA巧克力甜筒

45元一根甜筒...不多说了（图-新浪微博@深度苏州）



地址：观前街1号1楼

17 暹罗菩提风味火锅

小贵，一人一锅的泰式小火锅。（图-新浪微博@姑姑）

地址：李公堤水坊路36号B18幢

18 MANGOSIX



韩剧里面非常火的咖啡店，出镜率超高= = 苏州店开在印象城，预计12月中旬开业。

地址：现代大道印象城1楼

19 樽



听闻主厨曾在香格里拉担任过总料理长，有非常特别的河豚刺身和釜饭。怀石料理450一位。

（图-新浪微博@苏州市吃货小分队）

地址：师惠坊

20 大猫面馆

最近苏州开了不少面馆，这家人气很高~不是传统的面馆，排骨好吃~

地址：东环路葑谊街266号5栋112号(东环路家乐福)



21 手工酸辣粉

店面不大，卖的是一些重庆的小吃，有重庆小面和冰糕，还有酸辣粉。粉是厨师现场做的，在

门口就能看到。

地址：东环家乐福

22 贝勒府杠子面



名字很好玩，钦差系列和一品大员系列什么的，手擀面很劲道。（图-新浪微博@丫头宠儿）

23 赫本餐厅



以奥黛丽赫本为主题的餐厅，很精致梦幻。图-新浪微博@苏州地产零售新视野

地址：园区文化艺术中心旁

24 掌上韩品



上海电视台的韩国嘉宾孙哈娜开的店，上海店人气很旺，辣炒年糕据说很好次~（图-新浪微博

@吃喝玩乐苏州城）

地址：新区美罗B1

25 干锅传奇

这家在观前开了很多年的店关门了，观前店现在迁到园区凤凰广场，喜欢话梅肉~

地址：凤凰广场4楼

26 喜来稀肉



感觉除了烤肉之外别的都比较...喜欢韩式烤大肠，不过需要服务生来帮忙烤才比较靠谱~

地址：邻瑞广场外广场

27 爱谈韩国主题餐厅



铁板类、烧烤和石锅拌饭为主，装修很有feel，人均100左右。（图-大众点评-helen_dsw）

地址：现代休闲广场A101

28 田园橄榄



环境美，走民国风的建筑风格。（图-大众点评）

地址：珠江南路788号

29 朴思琪韩式料理 

老板娘是韩国人，菜品基本都是进口，舍得下血本，所以回头客超多。

地址：地址：观前街观巷109号

30 雨花斋



全免费的素斋馆，服务员都是义工，气氛很好，非常棒的地方。（图-看壹周）

地址：木渎灵天路芭提雅休闲娱乐广场

31 马瑟诺西餐



半开放式餐厅，披萨很不错，环境很有feel。（图-新浪微博@军来将当）

地址：繁花中心2楼

32 哈鱼邦

烤鱼店，主打碳烤鲜鱼，锅看起来很有感觉~（图-新浪微博@小小-小小莉）

地址：石路西城永捷4楼

33 品炭自助韩式烤肉



店面位置不太好找，靠近独墅湖校区，过来的学生很多。（图-大众点评-

WeiXin_7022829159）

地址：松涛街联丰广场D幢

34 缘幕寿司



很低调的店，位于独墅湖校区，老板很年轻，食材新鲜。（图-新浪微博@铁架子一生钟爱相

遇的魔咒 ）

地址：独墅湖翰林缘21栋102室

35 九门寨石锅鱼



石锅煮鱼，爱吃鱼的可以过来尝试，整体感觉清淡的。（图-大众点评-

dpuser_91962610864）

地址：阊胥路515号

36 牛魔王小面馆



在阊胥路上小日晖桥车站后面，麻中带辣，嗜辣的亲们推荐尝试~

地址：阊胥路112号

37 妈妈手

韩国料理店，泡菜是老板娘自己腌的，凉菜也是，很好吃~（图-大众点评-奶油花生AAA）

地址：观前新岛咖啡对面

38 华·怀石雅宴



这家日料环境没的说，反正就是很

棒，单人套餐售价388元（图-新浪微

博@咔咔龙_roy）

地址：李公堤三期，靠水巷邻里

39 阿香米线

阿香米线，超级喜欢这家的番茄锅！（图-eatsuzhou）



地址：印象城B1

40 川福老灶房

川菜，真心辣。唯一的缺点就是停车不方便，店里面有变脸表演，超级赞！（图-新浪微博@

小西迷路了）



地址：三香路979号

41 倒叙茶馆

可能是苏州最有调性的茶馆？

地址：来客茂4楼

42 大铁锅



走复古风的店，小贵，但是很有气氛。（by苏州市吃货小分队）

地址：劳动路217美食街

43 蓉李记



最近新开的成都小吃店，据朋友讲可能是苏州做的最地道的~（图-新浪微博@煎蛋小姐熊熊）

地址：印象城B1

44 蒙太奇火锅



内蒙风情的火锅店，据说店里的肉羊肉是内蒙运来的~（图-大众点评-Mandy510045）

地址:南门路1618号(吴门印象)

45 孔雀云南餐厅

环境非常安静，创意型餐厅，推荐野菜饼。（图-大众点评-蓝犬汪汪）



地址：环球188

46 胡椒厨房 

在日本和HK很多家店，苏州店在泉屋百货，推荐扇贝饭。

地址：泉屋百货4楼

47 德味阁 



苏式面馆，每天限量80碗老火鸡汤面。（by新浪微博-@苏州美食指南）

地址：十梓街苏州日报社东50米

48 醉辣九宫格火锅

能吃到九宫格火锅的店，超级辣！



地址：西城永捷4楼

49 VELLUTO

殿堂级的意大利餐厅，主打创意意大利料理。（by新浪微博-@苏州美食指南）

地址：李公堤四期6号楼

50 义面屋La pasta



在魔都无比火爆的意大利餐厅。（by新浪微博-@苏州美食指南）

地址：金鸡湖路8号馨都广场115-116号

51 辣府



最近新开的火锅店，人气爆棚。人均100+，超级辣。嗜辣的筒子可以尝试~~

地址：凤凰街99号

52 京成一品



据说是风靡帝都的烤肉店，因为一价全包然后任吃所以最饿身重但是也特别受欢迎。

地址：地址：木渎金山路国际影视城4号楼4F(地铁1号线木渎站5号出口直达)

53 Miss Flora甜品

店满难找的，招牌马卡龙冰淇淋，奶冻也很受欢迎，蛋糕很有特色，小清新风格~(图|大众点

评-锦儿0826)

地址：苏州观前街翠竹巷7号（开明大戏院后门，魔漫城东面）

54 泰信宫



泰式料理，推荐咖喱蟹。环境nice，适合聚餐的好地方，晚上有演出。

地址：圆融时代广场N5区14幢108号

55 鹿卡小镇

前身是十全街的小城故事，现在新店要在西城永捷开了，招牌三杯鸡，综合冰。（图|打死也



要吃够）

地址：广济南路19号西城永捷大厦5楼

56 果果咖喱

来自日本的"大猩猩咖喱"，份量超大。每月的5号、15号和25号是半价日。

地址：苏州木渎国际影视城14号楼

57 熬八年



园区店人气比较高，熬八年的调味酱料一般，不过餐具很好看，汤底要赞一下东北酸菜锅~

(图|yoyo_930)

地址：环球188的2楼

58 牛窝



南门商圈那块新开的小酒吧，价格真心亲民~环境很有feel，虽然周围还有菲比和绯闻，但人

气不错~（图|点评团）

地址：竹辉路688号领华数码城东3楼

59 阿木舂记

店比较难找，鸡爪很赞，是在石臼里捣碎之后上桌的，入味~老板人很好，拍的图很有feel，

瞧 ↑

地址：平江路悬桥巷54-1号



60 糊世刺身

印象最深的是黑暗料理芥末酱油冰淇淋呵呵呵...

地址：观前品阁时尚园B栋107

61 老苏州大课堂



装修很有feel，挂了很多写着苏州街巷名的灯笼，苏帮菜，苏式小吃都有~熏鱼做的很不错。

地址：印象城购物中心4楼

62 兽兽冰激凌



平江路上很火的冰激凌店，基本能看见人手一只，最近又出了夜光杯，真是醉了...（图|@臻妈

美食厨房）

地址：平江路悬桥巷60-1号

63 时光餐厅



音乐酒吧+山东家常菜的组合，分量很实在，适合家庭聚餐。装修很用心，怀旧风~

地址：李公堤四期四季路九号楼

64 青鹤谷



韩国料理店，烤肉很赞。靠窗的位置风景超级美，最赞的位置是露台，非常适合约会的店。

地址：李公堤三期21号

65 西贝莜面村

和舌尖上做空心面的张爷爷合作出了空心挂面。虽然是西北菜，但是分量都比较小，人均80

左右。

地址：圆融星座4楼

66 麦咖啡



M记的咖啡品牌，价格远低于星XX，但咖啡的口味品质绝对杠杠滴~

地址：万科美好广场

67 咖咖奥The cafe kacao



据说是韩国咖啡店，门面有点城堡的味道，披萨不好次，适合约会和聚会，喝喝咖啡吃甜点。

（图|大众-蛋饼要起个文艺的名字）

地址：李公堤四期

68 祖母的厨房



西餐厅，但是菜品很有特色，推荐烤土豆皮。环境很雅致，价格小贵

地址：狮山路199号阳光百货4楼

69 小杨生煎



来自上海的生煎，大虾生煎很好吃，能看见虾仁~其他的soso

地址：广济南路新苏天地B1/万科美好广场

70 上海大饭堂

类似外婆家风格，薯饼很好吃。酸菜3元一大份（就是味道有点怪），总体很实惠~（图|怀抱

的礼物）

地址：凤凰文化广场5楼

71 卷起来



最洋气的蛋饼店~

72 zoo coffee



韩国的丛林咖啡品牌，整个咖啡厅都走“丛林”风，咖啡偏甜，缺点是停车不方便。

地址：观前邵磨针巷9号(KFC对面)

73 小块头私房秘制小龙虾



仅作外卖，夏天的时候超级火！最帅地铁司机孙佳琪是忠粉哇咔咔

74 签客会



吃串串的，但是很干净！（图-大众点评-漫草儿）

地址：星都街星都中心103号

75 The TERRACE

最近邻瑞门外开了好多店，这家是手工披萨店，除了披萨，果木烤肉很受欢迎~（图|上海沃

会）

地址:邻瑞山姆会员店1楼大门边上

76 uncel 5



名人名家和外婆家联手开创的新品牌，菜系种类很多，也很精致，价格相较于外婆家较贵。

（图-大众Rita_May）

地址：津梁街172号华润万家购物中心4楼

77 DoublePatat帕塔塔



走荷兰风味的餐厅，薯条和烤肉不错，尤其是烤肉，分量很足。喜欢招牌荷兰酱~

地址：石路新苏天地B1楼

78 朝南餐厅

开放式餐厅，有西餐和日料。（图-新浪微博@苏州美食指南）

地址：环球188购物中心2楼

79 醉捞火锅



自助型的火锅，价格相对实惠。（图-大众 我是吃货屌丝）

地址：新市路438号新市桥东堍

80 水货

人气很旺的餐厅，气氛很好，不过有些海鲜的新鲜程度希望好好注意。



地址：印象城4楼

81 PerBacco 意大利餐厅

前菜是自助的，然后再点主菜，适合情侣约会，推荐这家的甜品和披萨。

地址：狮山路199号新地中心三楼

82 橘子家



之前微博上满火的，现在有实体店了~年糕和土豆沙拉赞一记~

地址：草桥弄1号(一中对面巷子口）

83 元气寿司



刚开没多久，听说在日本是很有名的品牌，专门做回转寿司的~

地址：圆融星座购物中心1楼

84 品泰

很小一家泰国餐厅，但是泰国菜很地道。（by新浪微博@苏州市吃货小分队）

地址：园区乐嘉生活广场2F

85 绿野香踪



素食自助餐厅，环境很好，73周岁以上的长辈39元。

地址：李公堤4期

86 好牛烧肉专门店



价格小贵，但是品质不错，推荐一口牛和牛小排~（图yiyisays）

地址:印象城4楼

87 木缘新豆花

刚开始以为是豆腐花，但是其实是类似布丁的口感~清淡的口感，红豆的特别好吃~

地址：书院巷61号

88 胖哥俩肉蟹煲



这家的肉蟹煲里面有鸡爪，鸡爪很糯，超级好次~（图|ccccc77）

地址：观前街碧凤坊13-19号2楼

89 普诺时尚泰餐酒



泰国餐厅，招牌虾饼，味道很正的~

地址：星湖街商旅大厦南

90 纯泰料理

泰国菜，最近苏州好多泰国餐馆...环境不错，适合聚会，推荐虾饼和冬荫功汤。

地址：苏雅路368号1幢137室

91 黄记煌



焖锅，口味比较重，相比有些城市，苏州的黄记煌略贵，这家有团购，去的时候记得团~

地址：圆融星座4F

92 优活西餐酒吧



创新料理，餐具用的是牛皮纸。

地址： 李公堤三期6号

93 松 Cafe

十全街上充满英伦风的小店，据说店里面的茶和咖啡都是老板从腐国带回的~

地址:十全街6号(近葑门)

94 煲宫



和捞王差不多，招牌也是猪肚鸡~（图|MOMO就爱蜜桃味）

地址：凤凰街268号

95 江村寨子韩国料理



韩料店，人均和农乐园差不多，品质不错~

地址：华池街88号晋合广场3楼305

96 有家酸菜鱼&鱼儿跳

幸福君比较心水的酸菜鱼，一家是有家，另外一家是尼盛的鱼儿跳，强推酸汤口味~



地址：凤凰街258号(定慧寺巷南侧)

97 锡兴源无锡小笼

人气很高，汤汁味道偏甜，但是整体口味都很不错~(图-dpuser_67641515175)

地址：香城花园三期澄和路与润元路交叉口



98 眉州东坡

川菜店，量足，不过菜价不便宜，排队时间长的话有折扣，总体而言很nice的一家店。

地址：万科美好广场3楼

99 采蝶轩蝶变•时令锅物



小火锅，环境很赞。（图-大众点评-快快看灰机）

地址：星汉街108号采蝶轩

100 朴墅



杭帮菜，在李公堤来说，价格还算实惠。（图-大众点评-dpuser_03414536995）

地址:李公堤水坊路36号B07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