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级甲班小作文: 
 

去图书馆        ----王艾康 

我喜欢去图书馆，因为那里有很多的

书，有的书很好看。我很喜欢看书， 

所以我经常去图书馆借书。我们的图

书馆离我们的家不远，我和妈妈每次

开车去图书馆。图书馆又安静又大。

到了图书馆我们要先去把上次借的书

还掉,然后再借书。我喜欢看奇幻书和

打仗的书。我最喜欢的作者是 Rick 
Riordan。我每次借二到五本书。当我

找到我要看的书，我就拿图书卡去办

借书手续。然后我们开车回家。回到

家我立刻就看书。 

 

买书              ---吴双 

昨天我和爸爸妈妈去书店买书。我找

到了许多的书，但是这些书我都不喜

欢读。我在找一本新书，叫《The 
Mark of Athena》是和《The Heroes of 
Olympus》一个系列。我找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过了半个小时，我终于

找到了。有好多小孩儿都在抢这本

书。很快就只剩十多本书了。当我刚

要去拿一本的时候，一个小孩儿在跟

我抢书。他可能是四年级的学生，我

比他高一点儿。因为我高，我把书拿

走了，但是我没有去找爸爸妈妈买

书，我帮了那个小孩儿拿到了最后一

本书，再去找爸爸妈妈付钱。付了钱

以后，我告诉爸爸妈妈我帮助了一个

小孩儿拿到了最后一本书，爸爸妈妈

表扬了我，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上餐馆            ---李常倩 

我和爸爸、妈妈、妹妹去中餐馆。我

们点了红烧羊腿、清炒菠菜、蒜香排

骨、生煎锅贴和雪菜肉丝面。这些菜

都好吃。可是我们等了很久。我们的

菜花了七十美元。我觉得我会再去。 

买菜               ---曲嘉晨 

我有的时候和妈妈或是爸爸去买菜。

我 们 常 去 的 菜 店 名 字 是 Roche 

brothers，在 Needham。菜店挺大

的，冷气开的很足，我在店里总是很

冷。进到菜店的第一件事是去卖菜的

地方买我和哥哥吃的菜，菜花或者是

别的东西。妈妈常常鼓励我和哥哥多

吃菜和水果。买完菜和水果后我们再

去买肉和饼干，还有买果汁。妈妈让

我自己挑我喜欢吃的饼干和喝的果

汁。最后我们总是到卖牛奶和鸡蛋的

地方去拿两大桶牛奶和一大盒鸡蛋，

这也是我和哥哥喜欢的东西。 

 

上餐馆            ---张柳萱 

这个星期天正好有是中秋节。上完中

文学校，我们全家去了回家路上的一

家中国餐馆。我们点了香干肉丝、蔬

菜炒鱼片、腰果鸡丁、空心菜、锅贴

饺子、葱油饼和米饭。我和我的两个

弟弟喜欢吃香干肉丝、葱油饼和锅贴

饺子，我还喜欢空心菜。中国菜真好

吃，我们吃得很饱。我们高高兴兴地

离开了餐馆，上车回家。 

 

买书               ----杜心成 

昨天我和妈妈去了书店买书。书店有

很多书，有练习本和法文书。书店不

是只能买书，还有玩具和书灯。书店

很大，人不多。书店很安静，大家都

不说话。妈妈买了几本练习本给我的

姐姐。我们要离开时，我看见一个书

灯。我问我的妈妈：“我可以买这个

吗？”妈妈说好吧。于是妈妈买了两

个书灯，一个给我，一个给我的姐

姐。我的是蓝色的，姐姐的是绿色。

绿色是我姐姐最喜欢的颜色。我们又

去文具店买电池。然后我们高高兴兴

地回家了。 

 



上川菜馆             ----徐昊轩 

我们最喜欢的餐馆叫“红辣椒”。这

是一家四川饭店。 我们去过了很多遍

了。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这个饭店。我

们点了很多的好吃的东西。我最喜欢

的是“小锅米线”。姐姐最喜欢的是

笋干炒肉。爸爸妈妈最喜欢的是很辣

很辣的川菜。  

我们也喜欢那里的环境。那里布置的

很有家的感觉。老板和服务员都是一

家人。所以我们经常去那里吃饭。希

望你们也去尝一尝！  

 

上餐馆          ----关皖玉 

今天，我和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去餐

馆吃晚饭。我们开了半个小时车才到

那里。等外公和婆婆小姨都来了。我

们开始点菜，小姨点了菜，海鲜，

肉，面条，和米 饭。还 有 几瓶汽

水。总共十几样菜。我们吃得很开

心。饭菜的味道也很不错。我们几乎

都吃完了。最后，服务员又上了几碗

红豆沙，我们都不想喝了。因为我吃

得太饱了。这是我最喜欢的餐馆，我

们下次还会再来这家餐馆。 

 

上餐馆            ----梅子健 

我很喜欢吃中国饭.上星期六, 我们全

家开车去”老四川”吃饭.我们点了汤, 

葱油饼, 炒饭, 虾, 肉丝还有豆腐。

还买了饮料。我们也正好遇见了一个

朋友一家。他们的菜比较辣。我很喜

欢吃他们的饭。我们花了八十多块

钱。我们吃完饭，爸爸开车和我们一

起回家。妈妈又开车去买菜了。 

 

上餐馆              ---李常虹 

我和姐姐、爸爸、妈妈星期五去了中

餐馆。我们点了很多菜。有红烧羊

腿、蒜香排骨、清炒菠菜、生煎锅贴

和雪菜肉丝面。都很好吃。可是我们

等了很久才来了。我觉得我们还会再

去。 

 

买匹萨          ---薛士桐 

星期日，中文学校结束后，我和爸爸

去了最近的一个披萨店。这个披萨店

叫 Papaginos，是一个意大利餐馆，有

意大利面条，披萨饼和饮料。餐馆里

有很多空位子，我们决定在店里吃

饭。我和爸爸点了一个小的 Pepperoni 
披萨，炸薯条和饮料。我们等了十五

分钟 ，饮料来了，可是我们的披萨和

炸薯条还没有来。这时候我们实在等

不及了，爸爸就去前台打听。她们说

我们还要等一会儿。 我们又等了十分

钟。终于我们点的炸薯条来了。我太

饿了，赶紧吃了一个炸薯条，炸薯条

很好吃。后来我们又等了十五分钟，

披萨才来了。一共有六片披萨。我太

饿了一下吃了四片披萨，只花了十分

钟。我们后来才发现今天有一个橄榄

球比赛，大家都叫外卖，所以披萨等

了很长时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千

万不要在星期日下午去披萨店吃饭。 

 

买衣服（给妈妈的生日礼物）陈琳珊 

星期六的下午，天气太好了，出去走

走吧！对了! 我还没给妈妈买什生日

礼物！“走！现在走！” 我吿诉妈

妈。 妈妈给姥姥打电话。十分鈡后，

我到了姥姥家。我们一起（妈妈没

来）去 mall 给妈妈买礼物。 到了

mall, 我说“妈妈，我忘了带钱包

了！” 我们又一起回家去取钱包。等

我们再一次回到 Mall 里，已经下午四

点鈡了。我们赶快给妈妈找礼物。姥

姥，姥爷，和我先去看文具，再看了 

镜框，台灯，鱼缸， 最后我们看到了

好多很漂亮的围巾。给妈妈买围巾

吧！好看的太多了，不知道买哪一

条。我们挑呀挑，比呀比呀，最后挑



了两条围巾。 一条是黑底，白点儿

的，另一条是蓝底白花儿的。我想妈

妈一定会喜欢！ 我们要付钱了，我先

算了算。一条围巾$7.48，两条就是

$14.96。算好了后，我自己去付钱。

我给了售货员 $20.00。她找给我

$5.04 。 我 们 高 高 兴 兴 地 离 开 了

Mall。 

 

买菜            ---赖伊琳 

上完中文学校，妈妈，爸爸，弟弟和

我去买菜。我们去了有一个店叫 

Russo’s。在店的外面，你可以看到

很多花，菜和水果。我们走进店里，

看到各种各样的菜，面包，水果和商

品。我推一辆车给爸爸和妈妈，所以

他们可以在里面放我们买的吃的。我

们在外面买了五个苹果和六个玉米。 

在店里，我们买了很多水果和青菜。

都是我们喜欢的。弟弟和我跟着妈妈

走到店里最后面。妈妈买了一袋小面

包。弟弟把面包放到推车上了然后跑

会来。 “我们可以走了么？”弟弟

问。 “不能走。我们还没有买水果

哪，”妈妈说。妈妈去了买水果的地

放买了两棒香蕉和四个李子。我帮妈

妈把水果放进推车里。 “现在可以回

家么？”弟弟问。妈妈点点头。爸爸

付完钱然后我们把吃的东西放到 车的

后备箱里面，然后爸爸开着车回家

了。 

 

去中餐馆         ---谢子威 

星期六 是姐姐的生日我 们 全 家一

起去中餐馆庆祝。爸爸开车带我们 来

到 我们最喜欢的“红辣椒” 中餐

馆。“红辣椒” 里 人 很 多我们 等

了很久 才有座位。我点了我最喜欢的

鸡翅膀。 姐姐点了 她最喜欢的葱油

饼。 妈妈爸爸要了青菜和辣子鸡。 

我们 都吃的很饱很开心。“红辣椒”

是 我最喜欢的 中餐馆。 

 

图书馆          ---王博洋 

今天，天气很好。吃完中午饭后，我

和爸爸开车去图书馆借书。图书馆离

我家不远，开车十分钟就到。我想借

三本书：Who was Daniel Boone； 
Linus Pauling and the chemistry of life
和 Regarding the fountain。到图书馆以

后，我到计算机看一看我要的书有没

有。看完了，我找不着书，所以我问

图书管理员。她告诉我在哪儿。她告

诉我在儿童书架。说完了，我就去儿

童书架找我要的书。十分钟以后，我

找到了。我和爸爸拿着三本书去打卡

。打完卡后，我坐下开始读第一本书

。图书馆里静悄悄，人不太多。我读

了三十分钟。三十分钟以后，我就读

完了第一本书。这本书有七十九页，

讲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经常在野外

探险狩猎。读完书，我和爸爸就回家

了。 

 

买鞋               ---赵鸿宇 

每年开学之前我都要去工厂直销店买

鞋.那里有很多分店. 有 Nike 店, 有 

Adidas 店, 有 Kids Place，还有很多

其它分店. 我最 喜欢去耐克店。那里

有很多种鞋. 有拖鞋有凉鞋还有运动

鞋。我去那里买运动鞋. 今年我买了

两双.一双是黑的. 另外一双是白的.

非常轻便，而且质量很好。 

 

去图书馆            ---何穎羲 

今天，我们去图书馆！这图书馆是在

我们的家附近。我真的很喜欢去图书

馆。我可以阅读和借很多书, 杂志和

电影。图书馆有很多的书籍。它有英

文书籍，中文书籍，俄文书籍等。图

书馆员也会帮助我找到我需要的书。 



图书馆也提供 WIFI 让我使用电脑上

网。所以很多人去这图书馆。 

 

买菜                ---杨佩颖   

今天星期五，妈妈带我和妹妹去唐人

街的超级市场买菜。我们买了菜芯、

小白菜、还有青豆。然后买了十条苍

鱼，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吃。接着我们

去了水果部，买了一些桔子，这是我

和妹妹喜欢吃，买了五个苹果给婆婆

吃。还买一些提子。我们还买了刚到

的汽水糖，饼干等小吃，付了后钱我

们高高兴兴回家了。我过了一个开心

的周末。 

 

去雪糕店          ---杨佩霖   

今天星期六，妈妈带我和姐姐去雪糕

店吃雪糕。这是一间新开的店铺，走

进店铺我看到很多颜色，有红色、绿

色，粉红色。还有白色的椅子和枱。 

这里有很多种雪糕，有咖啡、朱古

力、薄荷，还有香草和草莓。我选择

了朱古力和薄荷味的雪糕，这里还有

很多 toppings，我选了朱古力、 新鲜

的芒果。接着拿去付钱，这里是按重

量计算，因为新开所以买一送一，只

付一份就可以。所以我们都很高兴，

今天过了一个开心的星期六。 

 

上商店          ---杨诗琦 

十月八曰星期一是 Columbus Day, 
学校放假. 我吃完午饭爷爷和奶奶带

我和妹妹去 Natick 商场因为星期六是

我的表哥生日。从我们的家里开车都

要三十分钟。Natick 商场地方很大,有

两层楼. 里面有很多商店. 我们在 

Sears 的门口进去.我们上二楼 Legos 
的商店里买了一个 Robot 和一个大 

Lego 车送给我的表哥. 这两个玩具都

是要自已拼图的. 爷爷付了九十多美

元. 我们走过去旁边的商店叫 Justice. 

里面是卖女孩子的东西. 有衣服,鞋子,

化妆品,名样的文具。我看见一件很美

丽的裙子，奶奶买给了我,我非常开

心。我对奶奶说： "谢谢您!" 奶奶付

了二十五美元。我们在二楼的日本小

食店吃晚饭. 我最喜欢吃牛肉炒面和

豆付汤. 爷爷付了钱。 我们走出商场,

开车回家。七点钟才到家里。 

 

看电影               ---杨晓蔓 

在哥伦布日周末，我去电影院看  

“Hotel Transylvania"。看完电影，我

们去了商场。我和弟弟都感到肚子饿

了。我们想先吃一点东西。我们吃了

炒面和烤鸡。我的弟弟还想吃日本寿

司。我们吃了寿司卷和生鱼寿司。它

们很好吃。吃好饭，我们去逛商店。

我想要买一条裤子。我们去了好多家

店，都没有我要买的裤子。最后在一

家店找到我要的裤子。它有一点长，

但是我喜欢。 

  

 上餐馆          ---李员峥 

星其天晚上 Newton 中文学校放学了。

妈妈带我回家准备上餐馆。刚好我们

碰到了爸爸在家里。我们准备完了就

去接姐姐。接完姐姐就直接去餐管

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已经在那儿等

我们了。今天里面有一对儿人在听课

呢。我们等了半天终于有人来让我们

点菜。点完菜人就开始出来了！我们

进去很快菜就上了因为我们提前就点

菜了。有菜有汤还有米饭，我们都吃

的很饱。吃完饭我们照了一张照片就

回家了。 

  

上餐馆               ----粱奕成 

妈妈和我开车去餐馆。我们吃中饭。

我们点了鸡蛋炒饭。鸡蛋炒饭很好

吃。妈妈点了三菜一汤。妈妈吃了三



菜一汤。我们 吃很饱。妈妈花了十几

美元。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