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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的教师只会教书,优秀的教师教我们做人,而伟大的教师会让我们知道教师的真谛,还有一
些教师会给我们深深的启迪,开创我们的人生。在2018年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嗝嗝老师》中奈娜老师,
在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等方面展现了优秀教师的魅力。文章根据我国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
求对电影相关故事情节进行分析,以期为师范生和一线教师提供现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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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ght of teachers' morality in the Indian filmHichki
-- A brief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Teachers in China

Zhengxiang Tian
School of fine arts, Yanbian University
[Abstract] Ordinary teachers can only teach, good teachers teach us to be a man, and great teachers will let us
know the true meaning of teachers, there are some teachers will give us deep enlightenment, create our life. In
the film "Hichkireleased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in 2018, Teacher Naina shows the charm of an excellent
teacher in respect of loving her job, caring for students,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ory lines related to the film in
order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frontlin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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