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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节目导视（南阳电视台）

央视节目导视

卫视节目导视

●南阳台一套
09:08 后妈许多多
（9~13）
14:10 囧爸的爱情生
活（19~21）
●南阳台二套
08:25 深入敌后（30、31）
13:26 盛女的烦恼
（29~31）
21:23 深入敌后（32、33）
●南阳台三套
09:58 我的婚姻谁做
主（2、3）
13:48 冲出月亮岛（28~3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中央台一套
09:25 海棠依旧（14~16）
13:13 平凡的世界
（24~27）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台四套
10:13 文明之旅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9:00 2017年中国平安
中超联赛第 27轮（天津
权健—山东鲁能泰山）
12:35 2017 年国际乒
联世界巡回赛奥地利
公开赛精选
19:30 天下足球
●中央台六套
07:13 再见，瓦尔特
12:10 落经山
16:15 不见不散
20:15 尖刀班
●中央台八套
07:37 杨善洲（16~20）
12:30 安居（17~20）
19:30 爱人同志（23~25）
22:27 焦裕禄（8、9）
●中央台十一套
09:04 过把瘾
14:08 CCTV 空中剧院
22:18 西游记(续)(1~3)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河南卫视
08:52 卧底归来（23~26）
19:35 继承人（29、30）
●北京卫视
09:06 平凡岁月（30、31）
14:02 父母爱情（37~39）
19:33 情满四合院
（23、24）
●广东卫视
12:34 活力影院
19:33 热血军旗（23、24）
22:05 梦想大道东
●湖南卫视
07:30 锦绣缘华丽冒险
（35~39）
14:10 美味奇缘（26~29）
21:58 那片星空那片海
2(15、16)
●浙江卫视
07:51 国民大生活
（16~19）
21:55 传奇大亨（7、8）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2 日（农历八月廿七至农历九月初三）

●中央台一套
09:25 海棠依旧（17~19）
13:13 平凡的世界
（28~31）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台四套
10:13 文明之旅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9:30 2017 年男篮亚
洲杯小组赛 B 组（伊
拉克队—中国队）
12:35 2017 年国际乒
联世界巡回赛奥地利
公开赛精选
19:30 2017 年世界职
业拳王争霸赛精选
●中央台六套
08:46 金鼓槌
12:21 陈赓晋南大捷
20:15 冲出亚马逊
●中央台八套
07:37 杨善洲（21～23）
12:30 安居（21~24）
19:30 爱人同志（26～28）
22:27 焦裕禄（10、11）
●中央台十一套
09:03 过把瘾
14:06 CCTV 空中剧院
21:46 西游记(续)(4~6)

●中央台一套
09:25 海棠依旧（20~22）
13:13 平凡的世界
（32~35）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台四套
10:13 文明之旅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10:30 2017-2018 赛季
NBA常规赛（火箭—勇士）
13:05 2017-2018 赛季
欧洲冠军联赛小组赛
H 组第三轮（皇家马德
里—托特纳姆）
20:35 2017 年国际泳
联短池游泳世界杯香
港站精选
●中央台六套
08:56 青春检察官
12:48 神勇投弹手
18:39 开天辟地（上、下）
●中央台八套
12:30 安居（25～28）
19:30 爱人同志（29～31）
22:27 焦裕禄（12、13）
●中央台十一套
09:30 过把瘾
14:33 黄梅戏：富贵图
22:02 西游记(续)(7~9)

●中央台一套
09:25 海棠依旧（23~25）
13:13 平凡的世界
（36~39）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台四套
10:13 文明之旅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8:33 2017 年亚洲冠
军联赛半决赛第二回
合（日本浦和红宝石
队—中国上海上港队）
12:35 2017-2018 赛季
欧洲冠军联赛小组赛 C
组第三轮（切尔西—罗马）
19:30 2017-2018 赛季
NBA 最前线
●中央台六套
08:16 海鸥老人
12:00 忠烈杨家将
20:15 建党伟业
●中央台八套

12:30 安居（29~32）
19:30 爱人同志（32～34）
22:27 焦裕禄（14、15）
●中央台十一套
08:57 过把瘾
14:01 京剧《凤还巢》
21:59 西游记(续)(10~12）

●中央台一套
09:25 海棠依旧（26~28）
13:13 平凡的世界
（40~42）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台四套
10:13 文明之旅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10:00 第十三届世界
龙舟锦标赛 500 米直
道竞速
19:30 2017 年中国平
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
赛第 28轮（山东鲁能泰
山—辽宁沈阳开新）
●中央台六套
07:56 我叫阿里木
13:53 父子情
20:15 旋风九日
●中央台八套
12:30 安居（33）
13：27 有你才幸福
（1~3）
19:30 爱人同志（35~37）
22:27 焦裕禄（16、17）
●中央台十一套
10:18 一鸣惊人
14:06 京剧《锁麟囊》
21:55 西游记（续）(13~15）

●中央台一套
08:35 海棠依旧（29、30）
14:15 情感剧场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台四套
10:40 远方的家
13:00 文明之旅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9:30 2017-2018 赛季
NBA常规赛（勇士—鹈鹕）
12:30 第十三届世界
龙舟锦标赛 200 米直
道竞速
21:30 2017-2018 德国
足球甲级联赛第九轮
（法兰克福—多特蒙德）
●中央台六套
08:16 蜡笔总动员
13:36 爱情呼叫转移
20:15 邓稼先
●中央台八套

12:30 有你才幸福
（4~7）
19:30 爱人同志（38~40）
22:27 焦裕禄（18、19）
●中央台十一套
09:35 过把瘾
14:39 评剧电影：花为媒
19:20 京剧《状元媒》
22:02 亮剑（1~3）

●中央台一套
08:35 海棠依旧（31、32）
14:02 情感剧场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台四套
09:00 国家记忆
13:01 深度国际
19:30 中国舆论场
●中央台五套
09:00 2017-2018 赛季
NBA常规赛（雷霆—爵士）
12:35 2017 年世界职
业拳王争霸赛
19:00 2 017 年中国平
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
赛第 28轮（广州恒大淘
宝—贵州恒丰智诚）
●中央台六套
11:00 开罗宣言
13:03 虎口脱险（法国）
20:15 铁流 1949
●中央台八套
12:30 有你才幸福
（8~11）
19:30 爱人同志（41~43）
22:27 焦裕禄（20、21）
●中央台十一套
09:12 过把瘾
14:15 京剧《大英杰烈》
20:34 2017年中国戏歌
21:50 亮剑（4~6）

●河南卫视
08:34 卧底归来（27~30）
19:35 继承人（31、32）
●北京卫视
09:06 平凡岁月（32、33）
13:06 父母爱情（40~43）
19:33 情满四合院
（25、26）
●广东卫视
12:34 活力影院
19:34 热血军旗（25、26）
21:07 幽默观察家
●湖南卫视
07:30 锦绣缘华丽冒险
（40）
14:16 美味奇缘（30~33）
21:59 那片星空那片海
2(17、18)
●浙江卫视
08:14 国民大生活
（20~23）
21:55 传奇大亨（9、10）

●河南卫视
08:34 卧底归来（31~34）
19:35 继承人（33、34）
21:15 爱家的诺言
●北京卫视
09:06 平凡岁月（34、35）
13:06 父母爱情（44、45）
19:33 情满四合院
（27、28）
●广东卫视
12:24 活力影院
19:33 热血军旗（27、28）
21:10 社会纵横
●湖南卫视
12:35 中餐厅
14:10 美味奇缘（34~37）
21:58 那片星空那片海
2(19、20)
●浙江卫视
08:28 国民大生活
（24~28）
21:55 传奇大亨（11、12）

●河南卫视
08:34 卧底归来（35~38）
19:35 继承人（35、36）
21:15 华豫之门
●北京卫视
09:06 平凡岁月（36、37）
19:33 情满四合院
（29、30）
●广东方视
12:26 活力影院
19:34 热血军旗（29、30）
21:06 你会怎么做
●湖南卫视
12:35 中餐厅
14:10 美味奇缘（38~41）
22:00 那片星空那片海
2(21、22)
●浙江卫视
08:20 国民大生活
（29~32）
21:30 今日评说
21:41 汉字风云会

●河南卫视
08:34 卧底归来（39~42）
19:35 继承人（37、38）
21:15 武林笼中对
●北京卫视
09:06 平凡岁月（38、39）
19:33 情满四合院
（31、32）
21:10 中国故事大会
●广东卫视
12:35 活力影院
19:34 黄金剧场
21:09 秘境神草
●湖南卫视
14:10 美味奇缘（42~46）
20:20 我们来了海
22:00 天天向上
●浙江卫视
08:20 国民大生活
（33~36）
18:53 今日聚焦
21:00 中国新歌声

●河南卫视
08:34 卧底归来（43）
17:55 聚焦中原
19:35 继承人（39、40）
21:15 武林风
●北京卫视
08:35 平凡岁月（40、41）
19:33 情满四合院（33）
20:23 跨界喜剧王
●广东卫视
12:26 活力影院
21:11 天作之合
22:10 海岛之恋
●湖南卫视
14:15 中餐厅
16:08 天天向上
20:20 快乐大本营
22:00 亲爱的客栈
●浙江卫视
18:00 新闻深一度
18:53 今日聚焦
20:30 喜剧总动员

●河南卫视
08:47 金色梦舞台
19:33 梨园春
20:55 继承人（41、42）
●北京卫视
08:35 平凡岁月（42、43）
19:33 情满四合院
（34、35）
●广东卫视
17:22 活力大冲关
19:34 黄金剧场
21:08 全球零距离
●湖南卫视
14:16 中餐厅
16:10 美味奇缘（47、48）
20:30 我是未来
●浙江卫视
17:55 华商启示录
18:17 时代先锋
21:15 向上吧诗词

●南阳台一套
09:08 后妈许多多
（14~16）
14:10 囧爸的爱情生
活（22~24）
●南阳台二套
08:25 深入敌后（32、33）
13:26 盛女的烦恼（32）；
零下三十八度（1、2）
21:23 硝烟散尽（1）
●南阳台三套
09:58 我的婚姻谁做
主（4、5）
13:48 冲出月亮岛（31~33）

●南阳台一套
09:08 后妈许多多
（17~19）
14:10 囧爸的爱情生活
（25~27）
●南阳台二套
08:25 深入敌后（34）
13:26 零下三十八度
（3~5）
21:23 硝烟散尽（2、3）
●南阳台三套
09:58 我的婚姻谁做
主（6、7）
13:48 冲出月亮岛（34、35）

●南阳台一套
09:08 后妈许多多
（20~22）
14:10 囧爸的爱情生活
（28~30）
●南阳台二套
08:25 硝烟散尽（2、3）
13:26 零下三十八度
（6~8）
21:23 硝烟散尽（4、5）
●南阳台三套
09:58 我的婚姻谁做主
（8、9）
13:48 情缘情仇（2~4）

●南阳台一套
10:00 后妈许多多
（23~25）
16:24 囧爸的爱情生
活（31）
●南阳台二套
08:25 硝烟散尽（4、5）
13:26 零下三十八度
（9~11）
21:23 硝烟散尽（6、7）
●南阳台三套
09:58 我的婚姻谁做
主（10、11）
13:48 情缘情仇（5~7）

●南阳台一套
10:00 后妈许多多
（26、27）
14:10 囧爸的爱情生
活（32~34）
●南阳台二套
08:25 硝烟散尽（6、7）
13:26 零下三十八度
（12~14）
21:23 硝烟散尽（8、9）
●南阳台三套
09:58 我的婚姻谁做
主（12、13）
13:48 情缘情仇（8~10）

●南阳台一套
10:00 后妈许多多
（28、29）
16:24 囧爸的爱情生
活（35）
●南阳台二套
08:25 硝烟散尽（8、9）
13:26 零下三十八度
（15~17）
21:23 硝烟散尽（10、11）
●南阳台三套
09:58 我的婚姻谁做
主（14、15）
13:48 情缘情仇（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