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本地节目导视（南阳电视台）

央视节目导视

卫视节目导视

●中央台一套
09:25 岁岁年年柿柿红
（1~3）
13:13 暖暖的幸福（1、2）
20:05 中国诗词大会
（第四季）
●中央台四套
09:00 中国舆论场
13:00 中华情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9:30 2018-2019 赛季
NBA 常规赛（热火—
勇士）
13:00 2018/2019赛季
短道速滑世界杯
19:30 天下足球
●中央台六套
09:32 闪光少女
11:27 危城
20:15 太平轮彼岸
●中央台八套
12:26 下一站，别离（9~
12）
16:31 岁岁年年柿柿红
（25~27）
19:30 暖暖的幸福
（32~34）
●中央台十一套
14:15 角儿来了
15:19 京剧《红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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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2 动画剧场
12:09 金色梦舞台
18:30 河南新闻联播
19:30 星光剧场
21:15 危机大调查
●北京卫视
17：23 养生堂
19：31 天下无诈
●江苏卫视
11:15 非诚勿扰
19:32 国宝奇旅
●湖南卫视
07:30 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54~58）
13:30 快乐大本营新
春特辑
20:00 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76、77）
●浙江卫视
18:53 今日聚焦
19:32 国宝奇旅（10、1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2 月 11 日至 2 月 17 日（农历正月初七至正月十三）

●中央台一套
09:25 岁岁年年柿柿
红（4~6）
13:13 暖暖的幸福（3、4）
20:05 中国诗词大会
（八）
●中央台四套
09:00 中国文艺
13:00 中华情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9:00 2018-2019 赛季
NBA 常规赛（独行侠—
火箭）
14:30 健身动起来
●中央台六套
08:02 草房子
12:03 寻龙诀
18:11 欧洲攻略
20:15 黄金兄弟
●中央台八套
12:26 下一站，别离
（13~16）
16:31 岁岁年年柿柿
红（28~30）
19:30 暖暖的幸福（35）
22:28 刘家媳妇（1、2）
●中央台十一套
08:47 CCTV 空中剧院
14:24 董圆圆
19:10 戏曲采风

●中央台一套
09:25 岁岁年年柿柿红
（7~9）
13:13 暖暖的幸福（5~8）
20:05 中国诗词大会
●中央台四套
09:00 国家文艺
13:00 中华情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9:00 2018-2019 赛季
NBA 常规赛 （凯尔特
人—76 人）
14:05 2018-2019 赛季
短道速滑世界杯
19:30 2018-2019 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
赛（第 39 轮）
●中央台六套
14:18 小屁孩日记 3：
酷暑炎炎（美国）
20:15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中央台八套
12:26 下一站，别离
（17~20）
16:31 岁岁年年柿柿红
（31~33）
19:30 刘家媳妇（3~5）
●中央台十一套
11:04 戏曲采风
19:30 CCTV 空中剧院

●中央台一套
09:25 岁岁年年柿柿红
（10～12）
13:13 暖暖的幸福（9～12）
20:05 中国诗词大会
●中央台四套
11:30 海峡两岸
13:00 中华情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9:05 2019 年世界职
业拳王争霸赛
13:30 2018-2019 赛季
欧冠联赛 1/8 决赛第一
回合（阿贾克斯—皇家
马德里）
19:30 2018-2019 赛季
NBA 最前线
●中央台六套
08:16 小小飞虎队
18:04 西游记女儿国
20:15 超时空同居
●中央台八套
12:26 下一站，别离
（21～24）
16:31 岁岁年年柿柿红
（34~36）
19:30 刘家媳妇（6～8）
●中央台十一套
08:43 京剧《破洪州》
19:10 戏曲采风

●中央台一套
09:25 岁岁年年柿柿红
（13~15）
13:13 暖 暖 的 幸 福
（13~16）
20:05 闪亮新时代
●中央台四套
11:30 海峡两岸
13:00 华人世界
19:30 今日亚洲
●中央台五套
09:00 2018-2019 赛季
NBA 常规赛（雷霆—鹈
鹕）
13:55 2018-2019 赛季
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
22:15 2019年斯诺克威
尔士公开赛 1/4决赛
●中央台六套
09:24 第三种爱情
11:30 窃听风云 2
20:15 大魔术师
●中央台八套
12:26 下一站，别离
（25~28）
16:31 岁岁年年柿柿
红（37~39）
19:30 刘家媳妇（9~11）
●中央台十一套
13:41 梨园传奇（下）
19:30 一鸣惊人

●中央台一套
08:35 经典咏流传（第
二季）
14:16 暖暖的幸福
（17~19）
19:38 焦点访谈
●中央台四套
09:00 谢谢了，我的家
（第二季）
13:00 2019年春节联欢
晚会语言节目集锦
20:30 海峡两岸
●中央台五套
09:00 2018-2019 赛季
雪车世界杯
13:50 2019 年四大洲
花样滑冰锦标赛
20:40 2019 年斯诺克
威尔士公开赛半决赛
●中央台六套
12:49 移动迷宫（美国）
22:25 深夜食堂 2
●中央台八套
12:26 下一站， 别离
（29~32）
16:31 娘亲舅大（1~3）
19:30 刘家媳妇（12~14）
●中央台十一套
08:49 黄梅戏《女驸马》
19:30 2019 春节戏曲
晚会

●中央台一套
08:35 挑战不可能（第
四季）
10:15 中国诗词大会
（第四季）
●中央台四套
09:00 谢谢了， 我的家
（第二季）
13:01 中国文艺
19:30 中国舆论场
●中央台五套
09:00 2018-2019 赛季
NBA 全明星赛
12:35 2019 年世界职
业拳王争霸赛
20:40 2019 年斯诺克
威尔士公开赛决赛
●中央台六套
11:37 黄金兄弟
15:45 钢铁飞龙之再见
奥特曼
20:15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中央台八套
12:26 下一站，别离
（23~26）
16:31 娘亲舅大（4~6）
●中央台十一套
07 : 16 王玥波《隋唐
演义》
19:30 中国京剧像音像
集萃

●河南卫视
08:02 动画剧场
12:09 金色梦舞台
18:30 河南新闻联播
19:30 星光剧场
21:15 全家福来了
●北京卫视
17：23 养生堂
19：31 天下无诈
●江苏卫视
11:10 非诚勿扰
19:32 国宝奇旅
●湖南卫视
07:30 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59~63）
12:20 更上一层楼（16）
13:30 快乐大本营新
春特辑
19：30 少年说第三季
●浙江卫视
18:53 今日聚焦
19:32 国宝奇旅（12、13）

●河南卫视
08:02 动画剧场
18:30 河南新闻联播
19:30 星光剧场
21:15 武林笼中对
●北京卫视
17：23 养生堂
19：31 天下无诈
21：00 大戏看北京
21:10 创意中国
●江苏卫视
11:40 非诚勿扰
19:32 国宝奇旅
●湖南卫视
07:30 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64~68）
13:30 快乐大本营新
春特辑
19：30 少年说第三季
●浙江卫视
18:53 今日聚焦
19:32 国宝奇旅（14、15）

●河南卫视
08:02 动画剧场
12:09 金色梦舞台
18:30 河南新闻联播
19:30 星光剧场
21:15 华豫之门
●北京卫视
17：23 养生堂
19：35 天下无诈
21：20 我是大医生
●江苏卫视
11:10 非诚勿扰
19:32 国宝奇旅
●湖南卫视
07:30 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大结局）
13:30 快乐大本营新春
特辑
19：30 少年说第三季
●浙江卫视
18:53 今日聚焦
19:32 国宝奇旅（16、17）

●河南卫视
08:02 动画剧场
12:09 金色梦舞台
18:30 河南新闻联播
19:30 星光剧场
21:15 老家的味道
●北京卫视
17：24 养生堂
19：35 天下无诈
21：10 上新了故宫
●江苏卫视
11:10 非诚勿扰
19:32 国宝奇旅
●湖南卫视
07:30 情深深雨濛濛
（1~5）
13:30 快乐大本营新
春特辑
19：30 金鹰独播剧场
●浙江卫视
18:53 今日聚焦
19:32 国宝奇旅（18、19）

●河南卫视
08:02 动画剧场
12:09 金色梦舞台
19:30 星光剧场
21:15 武林风
●北京卫视
16：35 暖暖的味道
19：35 天下无诈
20:26 大戏看北京
21:13 明星欢乐汇
22:17 创意中国 2
●江苏卫视
11:10 非诚勿扰
19:32 国宝奇旅
●湖南卫视
07:30 情深深雨濛濛
（6~10）
13:30 快乐大本营新
春特辑
●浙江卫视
18:53 今日聚焦
19:32 国宝奇旅（20）

●河南卫视
08:02 动画剧场
18:30 河南新闻联播
19:30 星光剧场
●北京卫视
17：24 养生堂
19：35 天下无诈
21：08 向前一步
●江苏卫视
11:14 新相亲时代
16:10 昆仑决
19:32 国宝奇旅
●湖南卫视
07:30 情深深雨濛濛
（11~15）
13:30 快乐大本营新春
特辑
●浙江卫视
18:53 今日聚焦
19:32 国宝奇旅（21、22）

●南阳台一套
11:50 问政曝光台
19:35 宛都播报（首播）
●南阳台二套
09:14 走遍中国
12:21 讲述
19:32 人物
●南阳台三套
12:16 天天向上
13:48 麻雀（58~60）
20:00 和妈妈一起谈
恋爱（17、18）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南阳台一套
13:20 前沿
20:25 乡村纪行
●南阳台二套
09:14 走遍中国
12:21 讲述
19:32 人物
●南阳台三套
12:16 天天向上
13:48 麻雀（61~63）
20:00 和妈妈一起谈
恋爱（19、20）

●南阳台一套
08:00 直通县区
20:50 前沿（首播）
●南阳台二套
09:14 走遍中国
12:21 讲述
19:32 人物
●南阳台三套
12:16 天天向上
13:48 麻雀（64~67）
20:00 和妈妈一起谈恋
爱（21、22）

●南阳台一套
08:00 直通县区
20:25 乡村纪行
●南阳台二套
09:14 走遍中国
12:21 讲述
19:32 人物
●南阳台三套
12:16 天天向上
13:48 剧场
20:00 南阳春晚
21:50 直击交通

●南阳台一套
08:00 直通县区
20:25 乡村纪行
●南阳台二套
09:14 走遍中国
12:21 讲述
19:32 人物
●南阳台三套
12:16 天天向上
13:48 剧场
20:00 和妈妈一起谈恋
爱（23、24）

●南阳台一套
08:30 前沿
19:45 问政曝光台（首
播）
●南阳台二套
09:14 走遍中国
12:21 讲述
19:32 人物
●南阳台三套
13:48 剧场
20:00 和妈妈一起谈恋
爱（25、26）

●南阳台一套
08:10 乡村纪行
19:45 问政曝光台（首
播）
●南阳台二套
09:14 走遍中国
12:21 讲述
19:32 人物
●南阳台三套
12:16 天天向上
20:00 和妈妈一起谈恋
爱（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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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 11日 星期一
暖暖新年·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