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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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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个家
（8~10）
14:10 待嫁老爸（25、26）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暗算（16、17）
14:24 后妈许多多
（4~7）
20:00 南阳生活帮
●南阳台三套
13:48 我的故乡晋察
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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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口（21~23）
13:13 我的仨妈俩爸
（45、46）
14:50 遥远的距离
（1、2）
20:05 换了人间（11、12）
●中央台四套
10:13 文明之旅
13:00 华人世界
20:30 海峡两岸
●中央台五套
08:00 2018 年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第 1 轮
13:00 2018 年 CBA 全
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9:30 天下足球
●中央台六套
08:37 猎杀中山狼
12:14 旭日驱魔
20:15 霍元甲
●中央台八套
07:41 擒狼（29~33）
16:35 妻子的谎言
（38~40）
19:30 大话红娘（37~39）
22:36 天下粮田（29、30）
●中央台十一套
14:15 CCTV 空中剧院
19:30 中国京剧音配
像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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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 聚焦中原
21:15 危机大调查
22:08 剧说你要来
●北京卫视
09:06 重案六组（4、5）
14:02 那样芬芳（8~10）
19:33 琅琊榜之风起
长林（6、7）
●江苏卫视
11:10 非诚勿扰
13:01 了不起的孩子
19:33 赢天下（6、7）
●湖南卫视
12:33 我们来了
14:10 我的青春遇见
你（24~27）
21:58 极光之恋（55、56）
●浙江卫视
07:51 闪亮茗天（38~41）
19:32 莫斯科行动
（14、15）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月 15 日至 1 月 21 日（农历十一月廿九至农历十二月初五）

●中央台一套
09:25 枪口（24~26）
13:13 遥远的距离
（3～6）
20:05 换了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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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5 2017-2018 赛季
斯诺克英国大师赛第 1
轮（特鲁姆普—梁文博）
19:30 2017-2018 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第 27 轮（深圳马可
波罗—山东高速）
●中央台六套
08:05 鼓上蚤时迁
12:01 八卦宗师
20:15 神捕铁飞花之
血连环
●中央台八套
07:41 孤军英雄（1~5）
16:35 妻子的谎言
（41~43）
19:30 大话红娘（40~42）
22:36 天下粮田（31、32）
●中央台十一套
14:16 CCTV 空中剧院
19:30 2017 唱戏吧

●中央台一套
09:25 枪口（27~29）
13:13 遥远的距离
（7~10）
20:05 换了人间（15、16）
●中央台四套
09:30 中国文艺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8:05 2017-2018 赛季
NBA 常规赛（鹈鹕—凯
尔特人）
19:30 2017-2018赛季中
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第
27 轮（江苏肯帝亚—广
东东莞银行）
●中央台六套
08:09 济南战役
12:13 驱霾
20:15 神偷燕子李三
●中央台八套
07:41 孤军英雄（6~10）
16:35 妻子的谎言
（44~46）
19:30 熊爸熊孩子（1~3）
22:36 天下粮田（33、34）
●中央台十一套
09:40 跟我学
19:20 京剧：金山寺、断
桥祭塔

●中央台一套
09:25 枪口（30~32）
13:13 遥远的距离
（11~14）
20:05 换了人间（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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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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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2 挺进中原
10:30 大宅男
18:16 卧底风云
20:15 神奇侠侣
●中央台八套
07:41 孤军英雄（11～15）
16:35 妻子的谎言
（47～49）
19:30 熊爸熊孩子（4～6）
22:36 天下粮田（35、36）
●中央台十一套
09:36 跟我学
14:06 CCTV 空中剧院
17:52 戏曲采风
19:30 京剧《贺后骂殿》

●中央台一套
09:25 枪口（33~35）
13:13 遥远的距离
（15~18）
20:05 换了人间（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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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 2017-2018 赛季
斯诺克英国大师赛 1/4
决赛
19:30 2017-2018 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第 28 轮（浙江广厦
控股—新疆喀什古城）
●中央台六套
08:34 延安电影团
18:16 一个人的武林
20:15 湄公河行动
●中央台八套
07:41 孤军英雄（16~20）
16:35 妻子的谎言
（50~52）
19:30 熊爸熊孩子（7~9）
22:36 天下粮田（37、38）
●中央台十一套
17:52 戏曲采风
19:30 一鸣惊人
20:40 梨园闯关我挂帅

●中央台一套
09:25 东风破(1、2)
13:13 遥远的距离
（19~22）
20:00 星光大道
●中央台四套
09:34 中国文艺
13:00 文明之旅
20:30 海峡两岸
●中央台五套
08:05 2017-2018 赛季
斯诺克英国大师赛 1/4
决赛
19:30 2017 年体坛风
云人物颁奖盛典
●中央台六套
11:39 解救吾先生
18:05 证人
20:15 反诈风暴之陌
生号码
●中央台八套
07:41 孤军英雄（21~25）
16:35 知青家庭（1~3）
19:30 熊爸熊孩子
（10~12）
22:36 我的前半生（1、2）
●中央台十一套
09:45 评剧电影：花为媒
14:03 九州大戏台
17:42 戏曲采风
19:30 CCTV 空中剧院

●中央台一套
08:35 东风破（3、4）
13:13 国家宝藏
20:00 挑战不可能
●中央台四套
10:03 国家记忆
13:01 深度国际
19:30 中国舆论场
●中央台五套
09:30 2017-2018 赛季
NBA常规赛（勇士—火箭）
12:30 2018 年世界职
业拳王争霸赛
18:35 2017-2018 赛季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全
明星赛
●中央台六套
11:35 拆弹专家
15:49 冒牌卧底
18:16 倩女幽魂
●中央台八套
07:41 孤军英雄（26~30）
16:26 再婚进行时（1、2）
16:35 知青家庭（4~6）
19:30 熊爸熊孩子
（13~15）
22:36 我的前半生（3、4）
●中央台十一套
09:42 彩调电影：刘三姐
14:14 戏曲电影：鱼美人
19:30 过把瘾

●河南卫视
17:09 危机大调查
17:55 聚焦中原
21:15 妈妈的选择（2）
●北京卫视
09:06 重案六组（6、7）
13:06 那样芬芳（11~14）
19:33 琅琊榜之风起
长林（8、9）
●江苏卫视
11:15 非诚勿扰
19:33 赢天下（8、9）
21:30 芝麻开门
●湖南卫视
14:16 我的青春遇见
你（28~31）
17:56 新闻大求真
21:59 极光之恋（57、58）
●浙江卫视
08:14 闪亮茗天（42~45）
19:33 莫斯科行动
（16、17）

●河南卫视
17:09 壹起去旅行
17:55 聚焦中原
21:15 爱家的诺言
●北京卫视
09:06 重案六组（8、9）
13:06 那样芬芳（15~18）
19:33 琅琊榜之风起
长林（10、11）
●江苏卫视
11:17 非诚勿扰
19:33 赢天下（10、11）
22:00 穿越吧厨房
●湖南卫视
14:10 我的青春遇见
你（32~35）
17:56 新闻大求真
21:58 极光之恋（59）
●浙江卫视
08:28 闪亮茗天（46~50）
19:33 莫斯科行动
（18、19）

●河南卫视
17:09 老家的味道
17:55 聚焦中原
21:15 华豫之门
●北京卫视
09:06 重案六组（10、11）
13:06 那样芬芳（19~22）
19:33 琅琊榜之风起长
林（12、13）
●江苏卫视
11:18 非诚勿扰
19:33 赢天下（12、13）
21:16 最强大脑
●湖南卫视
14:35 我的青春遇见你
（36~40）
17:56 新闻大求真
23:50 我们来了
●浙江卫视
08:20 闪亮茗天（51~54）
19:33 莫斯科行动
（20、21）

●河南卫视
17:09 华豫之门
17:55 聚焦中原
21:15 武林笼中对
●北京卫视
09:06 重案六组（12、13）
13:06 那样芬芳（23~26）
19:33 琅琊榜之风起
长林（14、15）
●江苏卫视
11:20 非诚勿扰
19:31 赢天下（14、15）
21:50 超凡魔术师
●湖南卫视
13:54 我的青春遇见
你（41~45）
17:56 新闻大求真
20:20 奇兵神犬
●浙江卫视
08:20 闪亮茗天（55~58）
19:33 莫斯科行动
（22、23）

●河南卫视
17:55 聚焦中原
21:15 武林风
●北京卫视
09:06 重案六组（14、15）
13:06 那样芬芳（27~30）
19:33 琅琊榜之风起
长林（16）
●江苏卫视
11:10 非诚勿扰
12:40 来吧兄弟
19:32 赢天下（16、17）
22:35 阅读·阅美
●湖南卫视
16:06 亲爱的客栈
17:56 新闻当事人
20:20 快乐大本营
●浙江卫视
18:00 新闻深一度
19:33 莫斯科行动（2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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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6 重案六组（16、17）
13:06 那样芬芳（31~34）
19:33 琅琊榜之风起
长林（17、18）
●江苏卫视
11:00 非诚勿扰
19:33 赢天下（18）
●湖南卫视
14:16 亲爱的客栈
17:56 新闻当事人
20:20 让世界听见
●浙江卫视
19:32 莫斯科行动
（25、26）
21:10 中华好故事

●南阳台一套
09:08 好大一个家
（11、12）
14:10 待嫁老爸（27、28）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暗算（18、19）
14:24 后妈许多多
（8~11）
20:00 南阳生活帮
●南阳台三套
13:48 我的故乡晋察
冀（4~6）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09:08 好大一个家
（13、14）
14:10 待嫁老爸（29、30）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暗算（20、21）
14:24 后妈许多多
（12~15）
20:00 南阳生活帮
●南阳台三套
13:48 我的故乡晋察
冀（7~9）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09:08 好大一个家
（15、16）
14:10 待嫁老爸（31、32）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暗算（22、23）
14:24 后妈许多多
（16~19）
20:00 南阳生活帮
●南阳台三套
13:48 我的故乡晋察冀
（10~12）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09:08 好大一个家
（17、18）
14:10 新梨园
19:35 宛都播报
●南阳台二套
08:42 暗算（24、25）
14:24 后妈许多多
（20~23）
20:00 南阳生活帮
●南阳台三套
13:48 我的故乡晋察冀
（13~15）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09:08 好大一个家
（19、20）
14:10 待嫁老爸（33、34）
19:35 乡村纪行
●南阳台二套
08:42 暗算（26、27）
14:24 后妈许多多
（24~27）
20:00 南阳生活帮
●南阳台三套
13:48 我的故乡晋察
冀（16~18）
19:31 天天向上

●南阳台一套
09:08 好大一个家
（21~23）
14:10 新梨园
19:35 乡村纪行
●南阳台二套
09:23 暗算（28）
14:24 后妈许多多
（28~31）
20:00 寻宝奇兵
●南阳台三套
13:48 我的故乡晋察冀
（19~21）
19:31 天天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