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敢
的

奥斯
卡



你好！
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叫奥斯卡的小孩，
以及发生在奥斯卡家里的一些事情。

奥斯卡遇到了一些新的大人，去了一
些新的地方。奥斯卡学会了解各种感
受，寻求帮助，以及做一些让自己感
觉更好的事情。

很多孩子和家庭都会遇到这样的事
情。奥斯卡想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

这本书是你的。你可以在里面画画、
涂色和写字。你可以留着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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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这是奥 
斯卡。

第  部分。

这是奥 
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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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是一个卷发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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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马，喜欢涂色，
喜欢编一些傻傻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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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里的一天，奥斯卡的爸爸不得不
和警察一起走了。

奥斯卡的妈妈在哭。奥斯卡不知道该
怎么办。

他很困惑。他的心跳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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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奥斯卡遇到了一些大人。

他们中的一些人问他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你看到了
什么？



9

“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吗？”
一个大人问。

奥斯卡照做了。

这些问题让奥斯卡感到疲惫。
他不想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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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大人给了奥斯卡一本涂
色书。奥斯卡喜欢涂色和画画。
这让他感到平静。

奥斯卡为他最喜欢的地方画了一
张图片，就是他常去的操场上的
那个滑梯。

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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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是一个让你感到安全和快乐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这里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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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奥斯卡去见了一个新的大人。
她的名字叫琳达。

她和很多像奥斯卡这样的孩子和家庭
交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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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和奥斯卡谈论感受。她让他涂色，
玩她的玩具。

“你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很多感受。 
让我们谈谈这些感受可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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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给奥斯卡看了一本书，
里面有这样的图片。他用这
些图片谈论他的不同感受。

愤怒

厌恶难过

快乐

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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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奥斯卡有何感受？你能指一指那些
显示这一点的脸吗？

你有什么感受？指一指那些能显示你感受
的脸。

害怕

担心

惊讶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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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琳达说：“有些大人认为也许你爸爸做错
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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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大人会试图理解你爸爸发生了什么，
以及接下来应该发生什么，”她说。“这可能
需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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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很困惑。

琳达告诉他，“问问题是可以的。”

“我爸爸会回家吗？”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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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知道呢，”她说。“他可能不得不在别
的地方待一段时间。也许他可以回家。”

她问奥斯卡：“那让你感觉如何？”

奥斯卡说：“让我感觉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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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当我害怕或担心时，我的肚子会痛，”
琳达说。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会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我
感觉更好。你想试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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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奥斯卡感觉好一些。 
你尝试后有什么感觉 ?

深吸气，数 1–2–3。
吸气时感觉你的肚子
鼓起来了。

然后呼气， 
数 1–2–3。感觉你
的肚子凹下去。

做第三次深吸气，
数 1–2–3。然后呼气，
数 1-2-3。

1.

把手放在肚子上。

再一次深吸气， 
数 1 – 2 – 3。 
然后呼气，数 1-2-3。

你是否曾经害怕或担心过？ 
你可以试试琳达给奥斯卡演示的方法。

活动。

2.

3.

4. 5.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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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奥斯卡感到
悲伤和担忧。

他经常想起他的
爸爸。

有时候奥斯卡会
想他。

其他时候他觉得
自己在生他的气。

奥斯卡情绪波动很大，但他用琳达
给他看的东西让自己感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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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妈妈在公园荡秋千。

有时候他只是做一些他一直喜欢做的小
孩子的事情。

他画各种马。

他和朋友一起创
作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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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注意：
如果你想跳过奥斯卡出庭作证的部分，
请跳到第 47页的第 3部分。

第 2 部分。
奥斯卡上庭。
第  部分。
奥斯卡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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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第二次见到琳达时， 
她告诉他：“大人希望你上庭。”

琳达说，“在这个地方，
其他大人试图理解你
爸爸发生了什么，以及
接下来应该发生什么。”

“什么是法庭？”

“不。你没有麻烦，”她说。“他们想让你
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我有麻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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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记得什么了，该怎么办？”奥斯卡问。

“法官会要求你说实话，”琳达说。 
“你记得什么，就说什么。”

“我爸爸会在那里吗？”

“嗯，让我给你讲讲吧。”

琳达带奥斯卡和他的妈妈去看法庭，告诉他们
情况会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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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奥斯卡要去的法庭的样子。你要去的法
庭可能有点不同。但是会有一些相同的人。

请一个大人和你谈谈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是谁。

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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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上庭的时候了。

奥斯卡的妈妈帮他穿上带纽扣的漂
亮衬衫。

他把他最喜欢的石
头放在口袋里。

石头总是帮助他感
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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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在法院等着。

“我们要在这个房间坐着，直到轮到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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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感觉怎么样？”琳达说。

 奥斯卡说：“我肚子疼。”

“怎么回事 ?”琳达说。
“如果有人在法庭上故意刁难我，怎么办？
或者我感到困惑呢？”



33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能做什么？”

“我可以把口袋里的石头捏紧。”

“我可以深呼吸一下。”

“我可以说‘我不明白’。”

“这就对了！”琳达说。



34

“如果我的家人生气了，该怎么办？”

“这可能很难，”琳达说，“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和你妈妈谈谈？你可以寻求帮助，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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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奥斯卡说。

“我也会坐在法庭里，”琳达说。 
“你可以看着我或其他让你感到 
安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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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错了什么，会怎样？”奥斯卡问。

“你说什么都不会错，奥斯卡。 
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奥斯卡深吸了一口气。

琳达说：“紧张很正常。我上庭的
时候也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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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大人需要你的帮助，但这就像一个拼
图游戏，你的那一块只是其中一部分，”她说。

“你能再告诉我一遍会发生什么吗？”
奥斯卡问。



活动。活动。

38

当奥斯卡想到他上法庭时想要的样子时，
他感觉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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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画了一幅自己感到勇敢的画。 
你能给勇敢的奥斯卡的图片涂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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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法庭干事来叫奥斯卡。

他们一起走进法庭，奥斯卡坐在法官旁边。

这里看起来像琳达的画。但是法官和他想象
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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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 “嗨。我是托尔伯特法官。
你叫什么名字？”

 “奥斯卡。”

“你多大年龄？”

奥斯卡感觉很好，因为他知道这些问
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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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环视了一下法庭。 
那里有这么多人看着他。

他看到了他爸爸。他看起来
很悲伤，但对奥斯卡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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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人站起来问奥斯卡关于他爸爸离开那
天的问题。

奥斯卡又
害怕了。

奥斯卡很勇敢。他捏了捏石头，回答道。

不知不觉，该回家了。

但是他看到了
琳达，记得做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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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问任何你不懂的问题。

你可以花多一点时间思考， 
然后再回答。你不必着急。

你可以要求休息一下。

如果你感到害怕，就看看法庭里你认
识的人。

做一些让你感觉平静的事情， 
比如深呼吸。

在他们上庭之前，奥斯卡告诉了琳达所有他担
心的事情。琳达帮助他准备出庭。

你对上庭有什么感受？

以下是琳达给奥斯卡的一些建议。 
勾选那些你想尝试的。

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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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些特别的东西放在口袋里。

如果你有一首祈祷文或歌曲或其他东
西可以帮助你感到平静，你可以尝试
使用。

计划庭后犒劳一下自己。

你会尝试上面哪一个？



第 3 部分。
奥斯卡很勇敢。
第  部分。
奥斯卡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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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斯卡再次见到琳达时，他问： 
“现在会发生什么？”

“还记得我们说过，法庭上的大人会倾听并决定下
一步做什么吗？”琳达问。

奥斯卡点点头，“记得。”

“嗯，他们现在正在这么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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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现在会回家吗？”

“他可能会回家，但他可能不得不在别的
地方待一段时间，”琳达说。“其他大人
会告诉我们的。”

奥斯卡的妈妈看起来很悲伤，但她笑着说： 
“你做得很好，奥斯卡。我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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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告诉人们所发生的情况。
感觉如何？”琳达问。

“我不知道。一开始我很害怕。但现在我觉得很勇敢。”

“你本来就很勇敢，”他的妈妈说，琳达也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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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再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奥斯卡说。

“我明白，”琳达说。“但现在你可以做很多事
情来让自己感觉更好，比如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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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说：“你是一个勇敢的卷发小孩，
喜欢画马和唱歌。”

奥斯卡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但是现在他认识了很多对他有帮助的
大人，知道了让自己感觉更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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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期待着玩耍、涂色和唱歌。

一如既往。



活动。
奥斯卡得到了琳达、
朋友和妈妈的帮助。

你

家人

朋友
和其他 
大人

朋友
和其他 
大人

你

家人

活动。



谁能帮助你？他们做什么来帮助你？ 
你能在这里画他们或者写他们的名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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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全美司法研究所、犯罪受害者办公室、少年司法和预防犯罪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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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

受害者权利倡导人警察

陪审团

这些是法庭上的人。你可以把这些贴纸贴在 28-29页的法庭画上。
活动。活动。



辩护律师 检察官

法庭干事

法庭记录员 口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