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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甲班作文 ---- 
要求：仿照课文“颐和园”和”凡尔赛
宫”的写作方法写一篇作文, 作文内容是
介绍一个地方。如： Museum of 
Science， Children’s Museum, Art Museum, 
Library, Shopping Center or Shopping 
Mall， School等等。 

 
我的学校在 Chestnut hill，它的

名字叫 Brimmer & May。它坐落在一
群大居民楼中。学校有四座楼房。我
在上四年级，我的教室在一座 Brown 
Colonial 楼房，楼房的前面是一个半
圆形的路，在这里家长早上放下孩
子。学校的周围有很多美丽的花，还
有一个花园，它是给四年级用来做植
物科学研究的。这座楼只有四年级。
走进大楼，你可以看见三层楼。四年
级有两个班，我的教室在左边。其它

的屋子是
办公室。
我的班上
有十四个
学生。走
进教室你
会觉得很

舒服，这是因为这座楼原来是住房，
我们的教室原来是客厅。首先，你看
到的是老师的桌子，桌子靠屋子的后
面，老师的左面是一个放映机。屋子
里你到处可以看到亚洲特色的装饰
品，书架上面有很多关于亚洲的书。
在一面墙上有亚洲地图，这是因为四
年级的研究主题是—亚洲。在老师的
桌子后面是一个小房间，它以前是
Summer Room，现在是我们放衣服的
地方。另外，我们的计算机也放在这
里，这个屋子有很多玻璃，从这里往
外看，你会看到小花园，十分好看。 

（作者：周雪儿） 
 

我的好朋友的家在美国
Massachusetts 的东边。她的名字叫
Talia。你在她家的门口就可以看到一

间树上的小房
子。进了她们
的家往前走，
就是她们家的
大厨房。在她
们厨房的中间

有一个放东西的小桌子。你再往左边
拐，你就会看到她们家的 Family 
room。那里有一个大电视和一个沙
发。要是从厨房往右边拐，就是她们
的客厅，客厅里面有一台电脑。二楼
有四个卧室。一个是她妈妈和爸爸
的，一个是她哥哥的，一个是她姐姐
的，最后一个是 Talia 的房间。她们
的家好大啊！！！ 
                   (作者: 曹凯若) 
 

国立中正纪念堂在台湾的台北
市的中正区，它是一座宏伟的建筑。
国立中正纪念堂大门外有“大中至
正”四字牌楼，在牌楼前面就是有名
的瞻仰大道，两
旁植遍花草树
木。沿着大道向
前走，就是中正
纪念堂。纪念堂
其实是模仿北京
天坛模式，四面
构造模仿埃及金
字塔。在堂的中
间放置蒋中正的
铜像。正堂下层的东面有陈列了蒋中
正的生活用品，照片等。在走过一条
长廊，就来到蒋中正总统之办公室还
原陈列。国立中正纪念堂古色古香的
建筑可真壮观宏伟啊！ 

（作者：丁楚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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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校在 Belmont，MA，

它叫 Roger Wellington，Roger 
Wellington 又大又好玩,有很多小孩
子。我不喜欢我学校的饭。我的朋友
是 Lindsay, 
Sophia  和
Caroline，她们是
我最好的朋友，
我很喜欢 Roger 
Wellington。 
                       （作者：吴与琪） 
 

在美国的波士顿的市中心，有
一个又大又美丽的大公园。它建于
1634 年，是美国最老的公园之一。在

公园的西南方有一个美
丽的植物园。在公园的
东北方有一个青蛙池。
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
以滑冰。在公园的西面
有一个天鹅湖。人们可

以坐在天鹅船上看风景。在周末时，
人们喜欢去波士顿公园玩儿。 
               （作者：王小沁） 
 

在美丽的波士顿的中心，有一
片美丽的绿地，它的名字叫波士顿
Common 花园。花园
的西侧有一个小湖，
上面有一座小桥，横
跨东西。夏天湖里有

很多有名
的天鹅船。湖的北面，有
八只铜鸭子，十分可爱。
花园里有好几个纪念碑，
最有名的是湖东面的华盛
顿铜像，骑在马上十分高

大。波士顿花园的景色可真美啊！ 
（作者：顾承汗） 
 

西湖在中国杭州的西北方向。
湖中心有三潭映月和湖心亭两个小
岛。湖岸北面是文物荟萃的孤山，东
面是芳草如茵的白堤和苏堤。白堤和
苏堤又把全湖
分为北里湖和
西里湖。西湖
南北西三面环
山。那里有著
名的西湖名胜
古迹，诸如：灵隐寺，玉泉，龙井，
虎跑泉等等。美丽的西湖吸引着无数
的游客，包括出生在美国的中国孩子
们。 
               （作者：徐安迪）  
 

在波士顿的西边，有一个小城
叫 Wayland。我的家就在
Wayland 小城的南边。进到
我的家，首先是一个明亮的
门厅。门厅的左边是我们家
的办公室，爸爸，妈妈和我
在办公室里工作和学习。从门厅再往
前走就到客厅和餐厅，再往前走转右
边就到了厨
房。厨房是姥
姥和姥爷工作
的地方。他们
经常做好吃的饭菜。从客厅和餐厅再
往前转左边走到楼上走一个 “U”－
turn 就到我妈妈爸爸的房间了。上楼
直走就到了我的卧室。我的卧室旁是

姥姥姥爷的卧室。 
我的家的院子也很
大。院子里有很多美
丽的花。我的院子又
大又美。我最喜欢我
的家。 

               （作者：吴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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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物园在美国的首都 
Washington D.C.的北面，一进来你就
会看见左面有 Visitor Center。从
Visitor Center 出来沿着 Olmsted Walk
走你会看见 Asia Trail， Asia Trail 的
右面是 Bird House 和 Great Flight 
Exhibit 。回到 Olmsted Walk 向前走，
左面是 Mammal 
House 和 Reptile 
Center。里面有袋
鼠和鳄鱼。再向前
走，你会看见很多
猫科动物，比如老
虎和狮子。它的对面是 Kid’s Farm 和
Play Ground。Kid’s Farm 里有羊，牛
和马。我很喜欢这个动物园。 
               （作者：贾广瑞） 
 

我的学校名字是 Charles River 
School，它在 Dover 镇。Dover 在

Boston 的南面大约
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的学校已经成立
99 年了。进入学校
的小路右边就是足
球场。正前方就是
我的教室，4，5，

6 年级都在这里。路左边是 Gym 和餐
厅。Gym 和餐厅前面就是我们的
Playground。Playground 左边远处是
Science Building。Science Building 的
前面就是 7和 8年级的 Building。左
前方就是学前班和 3年级的
Building。我们学校有两百多学生。
我和我的弟弟都在这里上学，我们喜
欢这个学校。 
             （作者：曲嘉衍） 
 

图书馆在我家的北面，它有三
层楼，它在楼顶有一个大钟。在图书
馆里有很多书，电影和录音磁带。你

可以借书和买书。在
一楼有小孩儿的电
影，书和录音磁带。
在二楼有大人的书，三楼有大人的电
影和录音磁带。它的外面有绿色的
草，美丽的花和又高又大的树，树枝
上有小鸟。从图书馆的三楼能看到外
面美丽的景色。 
             （作者：魏兆赢） 
 

在中国杭州有
一个湖，它的名字叫
西湖，西湖又大又
美，一看就可以看到
许多美丽的兰花，从
岸上到户中心有很多
小岛，小岛上有可爱的小岛，美丽的
风景，还有三坛映月，三坛印月就是
三个石头做的东西上很多洞，在中秋
节时月亮会照到洞上，会发亮。 
                （作者：高子翎） 
 

我的学校
有三层楼，有一
个 Office ，有一
个吃饭的地方。
二楼有一个老师
的地方，在三楼

是我的 教室。我们有二十个同学。在
地下室有一个 Computer Lab, 我的学
校很好。 

（作者：朱思佳） 
在 Science 公

园有一个科学博物
馆，外面有一个很大
的 T.Rex。窗外有很
多 Posters，里面有
很多房子。在二楼有
人体 Biology 的 Sections Display。最
后有电的 Theater 的 show。 
                （作者：戚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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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校叫 William Mitchell 小

学。它靠近 Needham 中心。离我家开
车不到五分钟。我的小学边上是树
林，空气新鲜。学校的建筑是工字
形，坐北朝南。里面一共有大约二十
间教室，还有一个室内操场，一个音
乐教室，卫生室，校长办公室，老师
办公室和一个饭厅，饭厅前面还有一
个舞台，有时学生可以在上面表演节
目。学校房子的西面是一个大运动
场，课间休息时，大家都喜欢在这里
活动。学校门前时一个小花园，里面
长了很多同学们种的花，草，非常的
美丽。我真喜欢我们的学校。 

（作者：张璐璐） 
 

我的学校在我家东北面，我的
学校很大。我们学校的教室都是很

大，我
们学校
学生有
三百多
人,老师

有一百多人。我的学校以前是一个初
中现在是一个小学，我们校长很好。
我们每个教室外面有一个报告栏，那
个报告栏上一直有我们写的文章，我
们操场很大很大的。    
                （作者：钟孝霖） 

 
在美国的东边，有一个地方叫

Needham, MA。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小
孩儿的图书馆。
里面有很多的小
孩儿的图书馆。
里面有很多的小
孩儿的书，在楼
上，有很多大人

的书。上面也有电脑，但是楼下的事
小孩儿的书。我只会读小孩儿的书。
每一次我，我的爸爸和的姐姐去图书
馆的时候，我的爸爸会在楼上等我和
我的姐姐借书。我们借完书的时候就
回家了。图书馆可真方便啊！ 
           （作者：熊爱林） 
 

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在美国波士
顿和剑桥市之间，有一条河叫查尔斯
河，在查尔斯河边有一个叫科学园的
地方，科学博物馆就
坐落在那里。科学博
物馆建于 1830 年，
后来经过多次扩建达
到了今天的样子。科
学博物馆有多达 550
个互动性展品。我们可以触摸和做试
验。每年吸引 150 万访问者。 
              （作者：刘开文） 
 
 

我喜欢到 Blue Hill 爬山,它位
于我家的东北方向。从我家到 Blue 

Hill 是 8 
Mile，我们每
个星期天都去
Blue Hill。你
可以带你的狗
一起爬山，不

用买门票。Blue Hill 是 Boston 附近最
大的山，它的边上有一个小动物园，
在动物园里面，你可以看到
beavers 和 peacocks。在山
顶上有石头做的 Picnic 
area，和一个塔楼，你可以
上楼并从塔上看风景，城
市，湖和山。山上有一条公
路，你可以开车上山。 

         （作者：姜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