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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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婆媳（7、8）
14:10 硝烟散尽（16、17）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黎明破晓前
（24、25）
14:24 待嫁老爸（38）；
盛女的烦恼（1、2）
●南阳台三套
09:58 暗算（17、18）
13:48 我爱男保姆
（23~25）
19:31 天天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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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恋（14~16）
13:13 鸡毛飞上天
（55~58）
20:05 索玛花开（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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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赛季
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
杯表演滑
14:30 2017 年中国汽
车场地越野锦标赛湖
南新田站
19:30 天下足球
●中央台六套
08:54 金山鸿雁
12:31 旋风小子
15:58 神秘谷
20:15 那年八岁
●中央台八套
12:30 家有公婆（26~29）
19:30 过界（6~8）
22:27 我们的爱（5、6）
●中央台十一套
09:37 跟我学
13:56 CCTV 空中剧院
21:41 花木兰传奇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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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人（41~44）
12:11 独立纵队（39~43）
19:35 反恐特战队之
猎影（41、42）
●北京卫视
09:06 情满四合院
（45、46）
14:02 急诊科医生
（32~34）
●江苏卫视
11:10 非诚勿扰
13:01 了不起的孩子
21:26 一站到底
●湖南卫视
14:10 猎场（11~14）
21:58 路从今夜白
（15、16）
●浙江卫视
07:51 外科风云（21~24）
19:32 莫斯科行动（1、2）
21:55 传奇大亨（29、3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19 日（农历九月廿五至农历十月初二）

●中央台一套
09:25 青恋（17~19）
13:13 父母爱情（1～4）
20:05 索玛花开（9、10）
●中央台四套
10:13 远方的家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8:30 017 -2018 赛季
NBA常规赛（骑士—尼
克斯）；（76人—快船）
19:30 2017年中国足协
中国之队国际足球赛
（中国队—哥伦比亚队）
●中央台六套
08:19 空巢·归鸿
10:08 爱情银行
13:43 总铺师
20:15 皇城草医
●中央台八套
12:30 家有公婆（30~33）
19:30 过界（9~11）
22:27 我们的爱（7、8）
●中央台十一套
09:38 跟我学
13:57 CCTV 空中剧院
17:52 戏曲采风
20:35 角儿来了
21:46 花木兰传奇
（46~48）

●中央台一套
09:25 青恋（20~22）
13:13 父母爱情（5~8）
20:05 索玛花开（11、12）
●中央台四套
10:13 远方的家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8:33 2017-2018 赛季
花样滑冰大奖赛日本
大阪站表演滑
12:35 2017 年世界女
子九球锦标赛决赛
19:30 2017-2018 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第八轮）（山东高
速—深圳马可波罗）
●中央台六套
08:30 斗鼓
12:39 新龙门客栈
20:15 医者童心
●中央台八套
12:30 家有公婆（34~37）
16:34 生活启示录
（1~3）
19:30 过界（12~14）
22:27 我们的爱（9、10）
●中央台十一套
19:20 湘剧：月亮粑粑
22:02 刘海砍樵（1~3）

●中央台一套
09:25 青恋（23~25）
13:13 父母爱情（9~12）
20:05 索玛花开（13、14）
●中央台四套
10:13 远方的家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8:33 2017 年环太湖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12:35 017 -2018 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集锦
19:30 2017-2018 赛季
NBA 最前线
●中央台六套
08:49 我不是王毛
12:28 醉拳（三）
20:15 怪医唐慎微
●中央台八套
12:30 家有公婆（38）；
遥远的距离（1～3）
16:34 生活启示录
（4~6）
19:30 过界（15~17）
22:27 我们的爱（11、12）
●中央台十一套
13:59 CCTV 空中剧院
16:41 梨园闯关我挂帅
22:02 刘海砍樵（4~6）

●中央台一套
09:25 青恋（26）
10:17 飞哥战队（1、2）
13:13 父母爱情（13~16）
20:05 索玛花开（15）
●中央台四套
10:13 远方的家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12:35 2017 年国际乒
联世界巡回赛德国公
开赛精选
19:30 2017-2018 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九轮（新疆喀什古
城—浙江广厦控股）
●中央台六套
08:39 谁敢亮剑
12:25 大内密探
20:15 艾草仙姑
●中央台八套
12:30 遥远的距离（4~7）
16:34 生活启示录
（7~9）
19:30 过界（18~20）
22:27 我们的爱（13、14）
●中央台十一套
09:38 跟我学
16:41 青春戏苑
22:02 刘海砍樵（7~9）

●中央台一套
09:25 飞哥战队（3、4）
13:13 父母爱情（17~20）
20:00 星光大道
●中央台四套
09:00 国家记忆
13:00 文明之旅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12:30 2017-2018 赛季
短道速滑世界杯首尔
站—男子女子 1500 米
决赛等
20:15 2017-2018 赛季
国际滑联花样滑冰大
奖赛法国站—女单自
由滑
●中央台六套
11:02 大内密探灵灵狗
15:08 厨子戏子痞子
20:15 医痴叶天士
●中央台八套
12:30 遥远的距离（8~11）
16:34 生活启示录
（10~12）
19:30 过界（21~23）
22:27 我们的爱（15、16）
●中央台十一套
09:43 戏曲电影：白蛇传
19:20 CCTV 空中剧院
22:02 刘海砍樵（10~12）

●中央台一套
08:35 飞哥战队（5、6）
13:13 父母爱情（21~24）
20:00 挑战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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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 2017-2018 赛季
NBA常规赛（火箭—灰熊）
19:30 2017年中国足协
杯决赛第一回合（上海
绿地申花—上海上港）
●中央台六套
12:01 英雄之战
15:52 暴疯语
18:23 举起手来
20:15 天下第一针
●中央台八套
12:30 遥远的距离
（12~15）
16:34 生活启示录
（13~15）
19:30 过界（24、25）
22:30 我们的爱（17、18）
●中央台十一套
08:01 京剧电影：白蛇传
17:52 戏曲采风
19:30 过把瘾
21:50 刘海砍樵（13~15）

●河南卫视
08:34 继承人（45）
12:11 独立纵队（44）
19:35 反恐特战队之
猎影（43、44）
●北京卫视
13:06 急诊科医生
（35~38）
17:25 养生堂
21:07 厉害了奶爸
●江苏卫视
19:33 凡人的品格
（32、33）
22:31 疯狂衣橱
●湖南卫视
14:16 猎场（15~18）
21:59 路从今夜白
（17、18）
●浙江卫视
08:14 外科风云（25~28）
19:33 莫斯科行动（3、4）
21:55 传奇大亨（31、32）

●河南卫视
17:55 聚焦中原
19:35 反恐特战队之
猎影（45、46）
●北京卫视
13:06 急诊科医生
（39~42）
17:25 养生堂
21:19 机会来了
●江苏卫视
11:17 非诚勿扰
19:33 凡人的品格
（34、35）
●湖南卫视
12:35 中餐厅
14:10 猎场（19~22）
21:58 路从今夜白
（19、20）
●浙江卫视
08:28 外科风云（29~33）
19:32 莫斯科行动（5、6）
21:55 传奇大亨（33、34）

●河南卫视
17:09 老家的味道
19:35 反恐特战队之猎
影（47、48）
21:15 华豫之门
●北京卫视
13:06 急诊科医生（43）
17:25 养生堂
21:18 我是大医生
●江苏卫视
11:18 非诚勿扰
19:33 凡人的品格
（36、37）
21:32 大梦小家
●湖南卫视
14:10 猎场（23~26）
22:00 路从今夜白
（21、22）
●浙江卫视
08:28 外科风云（34~37）
19:32 莫斯科行动（7、8）
21:41 汉字风云会

●河南卫视
17:55 聚焦中原
19:35 反恐特战队之
猎影（49）
21:15 武林笼中对
●北京卫视
10:50 非凡匠心
17:25 养生堂
21:14 中国故事大会
●江苏卫视
11:20 非诚勿扰
19:33 凡人的品格
（38、39）
21:50 超凡魔术师
●湖南卫视
12:35 猎场（27~31）
20:20 奇兵神犬
22:00 天天向上
●浙江卫视
08:20 外科风云（38~41）
19:33 莫斯科行动
（9、10）

●河南卫视
17:55 聚焦中原
19:35 星光剧场
21:15 武林风
●北京卫视
10:14 厉害了我的歌
17:25 养生堂
20:23 跨界喜剧王
●江苏卫视
12:40 来吧兄弟
19:32 凡人的品格（40）
21:20 非诚勿扰
●湖南卫视
12:30 我们来了
14:15 中餐厅
16:08 天天向上
20:20 快乐大本营
●浙江卫视
18:00 新闻深一度
19:34 莫斯科行动（11）
20:28 喜剧总动员
21:56 演员的诞生

●河南卫视
17:32 星播报
17:41 对话中原
19:33 梨园春
●北京卫视
10:14 跨界歌王
17:25 养生堂
21:13 但愿人长久
●江苏卫视
11:00 非诚勿扰
17:59 时代问答
20:30 蒙面唱将猜猜猜
●湖南卫视
14:16 中餐厅
16:10 猎场（32、33）
20:20 让世界听见
●浙江卫视
17:55 华商启示录
19:32 莫斯科行动
（12、13）

●南阳台一套
09:08 功夫婆媳（9、10）
15:17 硝烟散尽（18、19）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黎明破晓前
（26、27）
14:24 盛女的烦恼
（3~5）
●南阳台三套
09:58 暗算（19、20）
13:48 我爱男保姆
（26~28）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09:08 功夫婆媳（11、12）
14:10 硝烟散尽（20、21）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黎明破晓前
（28、29）
14:24 盛女的烦恼
（6~8）
●南阳台三套
09:58 暗算（21、22）
13:48 我爱男保姆
（29~31）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09:08 功夫婆媳（13、14）
14:10 硝烟散尽（22、23）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黎明破晓前
（30、31）
14:24 盛女的烦恼
（9~11）
●南阳台三套
09:58 暗算（23、24）
13:48 我爱男保姆
（32~34）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09:08 功夫婆媳（15、16）
14:10 硝烟散尽（24、25）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黎明破晓前
（32、33）
14:24 盛女的烦恼
（12~14）
●南阳台三套
09:58 暗算（25、26）
13:48 我爱男保姆（35）；
火线三兄弟（1、2）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10:10 功夫婆媳（17、18）
14:10 硝烟散尽（26、27）
19:35 乡村纪行
●南阳台二套
08:42 黎明破晓前
（34、35）
14:24 盛女的烦恼
（15~17）
●南阳台三套
09:58 暗算（27、28）
13:48 火线三兄弟
（3~5）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13:20 前沿
16:24 硝烟散尽（28）
19:35 乡村纪行
●南阳台二套
09:23 黎明破晓前（36）
14:24 盛女的烦恼
（18~20）
●南阳台三套
09:58 暗算（29、30）
13:48 火线三兄弟
（6~8）
17:10 草庐故事
19:31 天天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