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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纪甲班作文**** 
老师的话：结合这个单元我们学习的两篇    
         童话故事。我们班的同学们写 
         的作文。 
 
**徐昊轩** 

很久以前，有一只小猴子。它没有
太多的才干。但是，动物王国的特长大赛
很快就要来了。小猴子很着急。它就琢磨
着从别的小朋友那里学点本事。 

有一天，它看到一只小兔子。小兔
子在写作文。小猴子说“我也要学写作
文！”。一会，它看到一个小熊吹喇叭很
好听。他就想“我也学吹喇叭吧！”。还
没过多久，他看到一只小鹿。小鹿跑得很
快。小猴子很羡慕。他就想: “我还是 
学跑步吧!” 。 

由于小猴子见异思迁, 没有持之以
恒, 它什么本领也没有学到。所以, 在动
物王国的特长大赛里, 它只能看到别的小
朋友一个一个得到奖品, 它什么也没有得
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东西要有耐心, 
要持之以恒。 

 
**张柳萱** 

有一天小猴子在外面走路,它碰见
了小兔子。它看兔子好好的学习。它想，
小兔子学习学的真好，我也想像它一样认
真学习。  

它又走了一点儿路看见了小熊,它
在吹喇叭，小猴子想，小熊吹喇叭那么
好，我也想吹喇叭！！！  

小猴子又走了一点路，它就碰见了
小鹿。它想，小鹿跑的真快，我也想跑得
那么快。  

所以当小猴子回家的时候，它学习
了，它吹喇叭了,也跑了。可是，它不比
小兔子学的好，它吹喇叭不如小熊吹得
好，它还不比小鹿跑得快。可是，它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李员峥** 
有一天,动物王说动物国今天晚上

会有一个特长大赛。有四个动物要参加，
小白兔，小熊，小鹿，和小猴。小白兔，
小熊，和小鹿，他们都知道他们要表演什
么。一个表演写作，一个表演吹喇叭，还
有一个跑步。就是小猴不知道要表演什
么。 
  小猴出去看看能学些什么表演。小
猴看见小白兔在练习写作呢。小猴想，小
白兔写的真好，我也学写作把！不过小猴
还是往前走了。小猴走了一会儿看见小熊
吹喇叭,小猴又想，小熊吹喇叭这么好还
是我学吹喇叭把！不过小熊还是往前走
了。小猴走了又一会儿看见小鹿跑步,小
熊又一次想，小鹿跑的真好，还是我学跑
步吧！ 
  小猴已经想了太长时间了！动物国
的特长大赛已经结束了！大家都得到奖了,
只有小猴什么也没得到！ 
  
**李常倩**   

一天动物王国宣布要举办一个特长
大赛。猴子，兔子，小熊，和小鹿都要参
加比赛。但它们先得学一个特长然后才能
比赛。可是猴子不知道它要做什么，只好
去问兔子，熊，和鹿。  

猴子先去找兔子。找到后看见它在
学写作。猴子想：“它喜欢学写作，我也
要学”。  

随后它又去找小熊。找到后看见小
熊在吹喇叭。猴子觉得它吹得很好听，于
是也要吹喇叭。然后它就去学吹喇叭。  

猴子正在走去上喇叭课的时候，看
见了小鹿。小鹿跑得很快，猴子于是又想
学快跑。它不知道学什么就都学了。  

比赛当天，猴子不知道是该吹喇叭
呢还是该跑步，还是该写作。它犹豫来犹
豫去，最终输掉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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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常虹** 
 有一天，动物王国的动物们决定举
办一场特长大赛。每个人都要用自己最擅
长的技能参加比赛。兔子、熊、鹿和猴都
准备参加。大家似乎都各有特长，只有猴
子不知道自己的特长是什么，所以它想先
看看别的动物们练习什么后再说。 
 猴子先看见兔子在写诗，就说“这
个不错！我就写诗把！”可是它不会写
诗。于是它就拿起笔来抄了兔子写的诗。
抄完它又跑去看熊在做什么。 
 熊的特长是吹喇叭。猴子听了听
说：“嗯。。。我不要写诗了。吹喇叭更
好!”说完，它就拿起喇叭吹了起来。它
吹的歌儿很不好听，因为它其实根本就不
会吹。离开熊，猴子又去找鹿。 

它看见鹿正在练习跑、跳和嘣。
“哇！”猴子叫道，“要是我也能跑那么
快，跳那么高，蹦那么远，该多好啊！这
应该是我最擅长的了！”于是它照着鹿的
样子试了又试，可是怎么也不如鹿跑得
快，跳得高，蹦得远。 
 猴子犹豫了很久，还是不能选定自
己最特长的项目。等到比赛了，兔子、熊
和鹿都得到了奖牌，只有猴子没得到。这
是因为它没有特长吗？ 
 
**杜心成** 
    动物王国要在星期天举行特长大赛。
小猴，小白兔，小熊，小鹿，四个好朋友
都决定参加比赛。 
    小猴不知道自己的特长是什么。它先
去找小兔。它看见小兔在学写作。它说：
“小兔在学写作，我也要学。”于是它买
了笔和纸准备学写作。第二天它去找小
熊。它看见小熊在学吹喇叭。它说：“小
熊在学吹喇叭，我也要学！”于是它买了
一个喇叭，学吹喇叭。第三天它去找小
鹿。他看见小鹿在跑步。它说：“小鹿跑
的真快，我也要学。”它买了一双跑步鞋
学跑步。 

星期天到了，小兔，小熊，和小鹿
在动物王国特长大赛中得了奖。只有小猴
没有得奖。因为它做事三心二意，没有仔
细认真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杨诗琦** 
 二 0 一三年一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三
点,在动物园里动物王国有一个动物特长
大赛。猴子报名参加了比赛。 
 有一天猴子看见小白兔学写作。它
也要学，小白兔教了猴子一天, 猴子觉得
写作非常难学，它对小白免说： "我不想
学了, 谢谢你教我。"  

第二天猴子听见小熊吹喇叭,它吹
得很好听。猴子想 "我还是学吹喇叭吧!" 
小熊教了它三个小时, 猴子没有力气再吹
也觉得十分难学。猴子对小熊说： "我不
要学了, 谢谢你教我吹喇叭。"  

过了两天, 猴子看见小鹿跑步，它
跑得很快。猴子想：我还是学跑步吧！ 
小鹿和猴子跑了一个小时, 猴子流了很多
汗,非常累和口渴再也跑不动了。它对小
鹿说： "我太累了, 不想跑了。 谢谢你
教我跑步。" 
 猴子垂头丧气地一边走一边自言自
语地说 "兔子那么聪明, 写作文写得很
好， 小熊吹喇叭吹得那么好听, 小鹿跑
得快。 它们一定会得到奖牌，我要用心
努力地学习他们，这样我也会得到奖牌!" 
 
**王艾康** 
 动物王国要举行特长大赛了。猴子
要参家比赛，但是它不知道它的特长是什
么，它想要学一个特长。 
 小猴出去，看它可以学什么。他看
见兔子在写字，它就说：“小白兔在学写
作，我也要学。”它回家学习写作。第二
天，小猴去走路。它看见小熊吹喇叭。猴
子说：“小熊吹喇叭真好听，我还是学吹
喇叭吧。”它赶快回家练。第三天，小猴
看见小鹿跑步。小鹿跑得很快。小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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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鹿跑得真快呀，我还是学跑步吧。”
它就又去学跑步了。 
 比赛那天到了。小兔，小熊，和小
鹿都拿了一个奖牌。小猴什么奖牌也没拿
到，因为它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
个，却什么都没学好。所以它一个特长都
没有。 
 
**薛士桐**   

动物园马上就要开特长比赛，所有
的动物都在准备比赛项目。小猴子也要比
赛，可是它不知道它会比赛什么。 

这个小猴子看见一只小兔子在写
诗，它想小兔子写诗真好，我也学写诗
吧。它就学写诗了。它还没有学完写诗，
它听到了喇叭声音，它看到小熊在吹喇
叭。它想小熊吹喇叭真好，吹喇叭很有意
思。它就改变主意学吹喇叭了。它正在学
吹喇叭，突然有一个小鹿从它的身边跑过
去。它说“阿！小鹿跑得真快，我还是学
跑步吧。” 它又改变主意了，去学跑步
了。 
 可是没有时间了，特长比赛开始
了，小兔子得了写诗奖，小熊得了吹喇叭
奖，小鹿得了跑步奖，小猴子没有得到任
何奖。 
 
**关皖玉** 

一月二十四号，动物王国里会有一
个特长大赛。每个动物都要参加。小猴什
么都不会，所以他出去看看其它动物在学
什么。  

当他看见小白兔学习写作，他以为
写作很容易，于是他准被好笔和纸，天天
跟着小兔一起学习。可是他学了几天就  
不想学了，因为他觉得写作太难了。 

有一天早上，小 猴 听 见小熊吹
喇叭特别好听。他想吹喇叭比写作容易多
了，就和小熊学吹喇叭。可是他学了几次
课，又不喜欢吹喇叭了。他觉得吹喇叭太
难了。但是小熊还在学习，没有放弃。 

下午，他看见小鹿跑步跑得很快。
他想跑步应该容易，于是他又跟小鹿一起
学跑步。可是跑步很累。小猴学了几天就
不喜欢了。小鹿一直在练习，所以小鹿越
跑越快。 

动物王国的特长比赛终于到了。 
这天小兔拿到了第一名，小熊也得了第二
名，小鹿 得到第三名。它们都很高兴。
小猴没有好好学习写作，吹喇叭和跑步。 
所以他什么奖也没得到。他很伤心。 

 
**赵鸿宇** 

森林里准备有一个特长比赛，大家
都在练习，只有小猴不知道练什么好。 

它看见小兔在练习写作，小猴就
想：我也学写作吧。没多久，小猴听见喇
叭声，一看,是小熊在吹喇叭。小猴想：
我也学吹喇叭吧。小猴正在学吹喇叭又看
见小鹿跑的那么快，小猴想：如果我跑的
那么快多好啊。所以小猴又开始学跑步
了。 

动物王国特长大赛开始了，大家都
得到了奖状，只有小猴没有。小猴很不高
兴，为什么自己得不到奖呢？猴妈妈说：
"三心二意，什么都学不好。" 
 
**王博洋**               

动物王国要举办特长赛，小猴准备
参加，可是他需要学会一项特长。学什么
呢？  

这时他看到小白兔在学写作，他想
我要学写作。当他看到小熊吹喇叭时，他
想吹喇叭真好，我也要学吹喇叭。可是当
他正要学吹喇叭时，又看到小鹿在练赛
跑，他又想小鹿跑的真快，我也能跑的很
快，我还是学赛跑吧。 

在小猴还没决定要学什么的时候，
动物王国特长赛开始了。小白兔表演了写
作，小熊表演了吹喇叭，小鹿表演了赛
跑。他们都得到了奖牌。小猴表演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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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他什么都不会，因为他还没决定要学
什么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做好一件事，一定
要事先做好准备，才能取得好成绩。 
 
**梅子健** 

一天，小猴子看见小白兔在学写
作。他很喜欢，他也要学写作。 

另外一天，小猴子看见小熊在吹
喇，小熊吹得很好。小猴子也要吹喇叭。 

再又一天，小猴子看见一个小鹿在
跑步，小鹿跑得飞快，他也要跑步。 

后来，动物王国有一个特长大赛，
小猴子明白了每个动物有不同的特长。 
 
**梁奕成** 

很久以前有一只猴子和很多小动物
生活在森林里面。 
      有一天他看见一只小白兔正在写
作。他说：＂小白兔在学写作，我也要
学！＂可是学写作太难了。然后，他走到
小溪边，看见一只小熊正在吹喇叭。猴子
说：＂小熊吹喇叭真好听，我还是学吹喇
叭吧！＂但是猴子吹喇叭很难听，猴子不
想吹喇叭了。突然一头鹿飞快地跑过来。
猴子把帽子摘下来跟着鹿跑起来。猴子
说：＂小鹿跑的真快呀，我还是学跑步
吧！＂猴子跑了一会儿就累了。 
      后来动物王国在森林里举行特长大
赛。别的小动物都得了奖，猴子却什么都
没有。猴子惭愧得低下了头。 
 
**何颖羲** 

上星期五，有一只名叫方方的小猴
子在树林里游玩。 

方方见到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
只名叫小白兔的小兔子。当时，小白兔正
在学习如何写字，方方对自己说：我也要
学会写字。 

这一天，他也碰上了他的朋友，一
只名叫小黑熊的小熊。小黑熊正在学习如

何吹喇叭。音乐听起来很不错。方方心里
想，我要学会如何吹喇叭。 

第二天，方方又到树林去。这次，
他碰上了另一个朋友，小鹿。小鹿在训练
快跑。方方也要学习跑得快。 

一个月后，小白兔，小黑熊和小鹿
都在学校得到奖品。方方决定要像他们一
样。 
 
**谢子威** 

从前，有一个动物王国， 一年一
度都举办动物大赛。有一只小猴子非常想
成为动物王国比赛的第一名。于是，他背
起书包去找师傅学本领。 

小猴经过一片草地， 看见一只小
白兔在学写作。小猴读了小兔的文章， 
很喜欢。心里想：我也要学写作。小猴子
拿出笔和纸，想啊想啊，不知该写些什
么。他想：我先出去走一走，也许就想到
要写什么了。小猴来到小河边，听到小熊
吹着好听的音乐，小猴走过去问小熊：
“ 这是什么？” 小熊说：“是喇叭。”
小猴心想：还是这个更好玩，我还是学吹
喇叭吧！小猴买了一把新喇叭，吹了两
天，还是吹不出什么好听的音乐，于是把
喇叭扔在一边，又跑出去玩。他来到一片
小树林，看到小鹿飞快地跑过。小猴叫
道：“小鹿， 你在干什么？” 小鹿说：
“我在练习跑步。” 小猴一听， 心想： 
还是这个简单，我还是学个简单一点儿的
东西吧！小猴跑了一会儿，实在太累了。 
于是他坐下来休息。心想：“今天天太
热，明天再跑吧。” 

很快, 一年一度的动物大赛就来
了。小兔得了写作的冠军，小熊得了吹喇
叭的冠军，小鹿得了跑步的冠军。小猴什
么也没得到。 

 
**陈琳珊* 

太阳照在大地上，猴子被晒的热死
了。他没有事情干，每天都是这样。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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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样子不好！我要出去走走，天气
很好。我去市里看人家会干什么。 我就
学它们！”说完它打开它家的小石门， 
慢慢地走了出去。  

它走出森林，下了大坡，刚要到市
里面就碰到松鼠。松鼠手里面都是花生。
“你在干什么，松鼠？”猴子问。“你没
听到今天是动物王国特长大赛，要是你能
赢，你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房子和十万块
钱！我想找到最多的花生，可能两千
个。” 听完这些，猴子开心了，路也走
得快多乐。它想，要是我比人家学得快， 
可能可以赢了！ 到了市里后，猴子看见
一个大牌子说：“最 精彩的才艺赛 ！”
今天是星期二，店都开呢！猴子看看表， 
现在是三点四十五，四点开始发奖。它先
去商店。“你好猴子，你今天是来买我的
书吗？”“不是，白兔 爷爷。我今天来
和你学写作，给我一张纸试试吧！”白兔
爷爷给它一张纸和铅笔。五分钟后，猴子
对白兔爷爷说：“好，我写完了了。你念
吧！”“你不要写那么快，猴子。”“就
先念念吧。”猴子说。可是白免还没念完
就睡觉了。𤠣 子知道这样说明自己的文
章很没意思。他走出了店，然后去音乐
店，看见小熊正在吹喇叭。＂你好，小
熊。＂㺅子说。＂你要买一个乐器吗？＂
小熊问。＂不是，我来学吹喇叭，就让我
吹一下。＂𤠣 子又说了。＂那好，你得
小心啊！＂𤠣 子很小心的拿着喇叭吹了
一声，没有吹出声音，脸就红了。＂我要
喝水。＂他叫了一声，把喇叭扔掉，然后
跑出了店，买了一杯冰水。他走进了跑步
的地方，看见小鹿在跑步，猴子对小鹿
说：＂你好，小鹿。＂可是小鹿没说话。
𤠣 子开始跟着跑。可是没跑一会儿就跑
不动了。 

发奖的时间到了。一个猫在上面说
话。＂咱们三𠆤 䇔的动物是.....＂小
𤠣 子知道他赢不了。白兔爷爷，小熊和
小鹿都得了奖，𤠣 子说：“我什么也干

不了。＂然后他不髙兴地回家。 
 
**赖伊琳** 

有一天早晨， 一只小猴子出去玩. 
他在路上看到了小兔子。 “小兔子! 你
在干什么呢?” 小猴子问小兔子。小兔子
走到小猴子那里，说：“我在写一篇作文, 
希望在作文比赛中获奖。”小猴子想了一
会儿。他把动物比赛忘记了!  “小兔子! 
我也要学!” 小猴子说。他们一起坐在草
地上, 小兔子教小猴子怎么写作文。 

第二天早晨, 小猴子看见了小熊在
他家门口吹喇叭。吹喇叭多好听啊! 小猴
子心里想。吹喇叭比写作文好玩多了! 我
还是学吹喇叭吧! 那天下午, 小猴子就去
了乐器商店买了一个喇叭。小猴子又跑到
小熊家想跟他学吹喇叭。那天晚上, 小熊
教会了小猴怎么吹喇叭，然后小猴就回家
了。小猴子那天晚上都没有睡觉。他在他
的屋里一遍又一遍的吹喇叭。 

第三天中午, 小猴子坐在家里面吃
饭。他看见小鹿飞快的跑来跑去. 小猴子
吃完饭就跑出去, 要找小鹿。小猴子走到
花园里面看到了小鹿。“小鹿! 为什么你
现在跑得这么快呀?” 小猴子问。 小鹿
一边跑一边说话。“我希望在跑步比赛得
第一名!” 小猴子想了一会儿， 小猴子
小声跟自己说：“跑步比写作文和吹喇叭
好多了! 我还学跑步吧! 小猴子跟小鹿跑
了一天 “跑步是最好玩的!” 小猴子跟
小鹿说。 

那天下午是动物比赛的时候. 后来, 
小兔子, 小熊和小鹿都得了奖可是小猴就
没有得奖. 小猴子就没有学好一样东西! 

 
**曲嘉晨** 

从前有一只猴子看到小白兔在写作
文。 小白兔写的作文很好，猴子也要写
作文。猴子写了几天，就看到小熊吹喇
叭。猴子听小熊的音乐很好听，他就不写
作文了，他去学吹喇叭了。吹了几天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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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猴子看到小鹿在跑，小鹿跑得飞快。
猴子就又改变主意去学跑步了。 
     不久，动物王国特长大赛来了，猴
子报名参加跑步，吹喇叭，和写作文，他
三个比赛都参加了。可是他一项比赛都没
有赢。 
     他没有赢，是因为他只练习了几
天，没有坚持一个项目专心练习，每个项
目都半途而废了。猴子应该选一个自己喜
欢的项目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