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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少年时代

橄榄树

主演：王俊凯 王源 易烊千玺 薛之谦
时间：湖南卫视 7 月 17 日播出

主演：陈思诚 刘涛 孙涛 洛葳
时间：芜湖生活频道 7 月 18 日播出

书写棒球少年的热血青春

面

对由种子选手组成
的雅林中学棒球
队 ，英 华 高 中 惨
败。看着毫无斗志
的英华队员和毫不
关心比赛的教练陶西，青春热血
的高一新生班小松冲上了球场。
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傻小子居然
凭着一己之力为英华拿下一分。
然而就在班小松誓要“重振英华”
的时候，雅林休息区里一直在睡
大觉的邬童悠悠哉哉地走到赛场
上，一击全垒打，击碎了班小松的

张媛媛

︓

刘涛爱上“坏男人”陈思诚
所有幻想。英华不止输了比赛，
连球队都面临解散的危险。而教
练陶西居然举起双手支持解散棒
球队！为了拯救棒球队，班小松
不顾邬童的冷嘲热讽，一心求合
作，再加上学霸尹柯加入，陶西答
应了重建棒球队。可就在此时，
十分严厉的安谧突然空降成为英
华的教导主任来整顿校务，百般
阻挠成立球队，最终通过班小松
等三位同学和陶西老师的团结努
力，英华中学队终于再次登上了
全国大赛的舞台。

文

静善良的穆杉有一
份稳定的工作和军
人 未 婚 夫 秦 川 ，一
心等秦川回来结婚
的穆杉因冯国栋的
出现彻底打破了她原有的平静生
活。面对热情开朗的冯国栋疯狂
的追求，穆杉开始怀疑她对秦川
的感情，并勇敢的选择了自己的
真爱，却掀起一系列的风波。秦
家对穆杉悔婚的指责、妹妹穆桐
婚姻的不幸遭遇、马小娟对国栋
无休止的纠缠等都让穆杉感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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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疲惫，好在有国栋的安慰和鼓
励让穆杉稍感欣慰。到了 20 世
纪 90 年代初期，国栋放弃了稳定
的工作下海经商，却因马小娟的
介入赔掉了所有身家，穆杉的不
孕和秦川的突然出现让这个家庭
再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终于国
栋因不愿拖累穆杉带着愧疚与穆
杉离了婚。当一切误会和矛盾都
一一化解后，穆杉在妹妹穆桐的
帮助下在一个废品收购站看到了
忙碌的国栋，面对这个熟悉的背
影穆杉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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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1(综合频道)
10:19 黄金 100 秒 11:59 回声嘹亮
队——意大利队)
15:44 单身男女 218:28 大话西游 3
09:25太行英雄传(11-13)13:13妻子的谎言(29-32) 15:01 综艺喜乐汇 17:24 天天把歌唱
21:00 2017 年世界女排大奖赛(中国澳门站)(中 20:15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19:38 焦点访谈 20:05 星光大道
中央电视台-4(中文国际频道)
国队——日本队)
中央电视台-8(电视剧频道)
中央电视台-2(财经频道)
18:15 中国文艺 20:30 海峡两岸
中央电视台-6(电影频道)
07:37 雍正王朝(29-33)
17:58 老爸全知道 19:00 魅力中国城
中央电视台-5(体育频道)
08:16 牧马人 10:13 暗器
12:30 因为爱情有幸福之一(22-25)
中央电视台-3(综艺频道)
12:35 2017 年世界女排大奖赛中国澳门站(中国 12:09 小警风云之寻帅记 13:58 情窦初开
16:34 小别离(23-25)19:30 少林问道(8-10)
北京卫视
江苏卫视
09：05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47-49）
07:20 剑侠传奇 12:45 情感剧场
13：
07 我的前半生（29-32）19：
35 我的前半生（33、34） 19:32 幸福剧场 21:20 来吧兄弟
东方卫视
天津卫视
10:02 我的前半生（31、
32）
12:35 决战江桥（25、
26）14:15 情解密（23-26）
14:03 醉玲珑（3-6）19:33 我的前半生（33、34） 19:30 决战江桥（27、
28）
安徽卫视
08:00 相约花戏楼 09:35 射雕英雄传
13:33 海豚真情剧场 19:33 林海雪原
安徽影视
06:05 玉海棠（11-15）

浙江卫视
19:30 复合大师 21:10 中国新歌声
湖南卫视
12:30 楚乔传（48—50）16:00 楚乔传（51—52）
19:30 我们的少年时代（23）
20:20 72 层奇楼（11∕2017）

12:08 山河同在（28-32）
芜湖公共频道
18:33 大地惊雷（5-9）
08:20 烽火双雄（11、
12）
芜湖新闻频道
14:30 烽火双雄（13、
14）
08:22 秘杀名单（25、
26）13:43 秘杀名单（27、
28） 20:32 追击者（10-12）
17:28 渴望（45、
46）
芜湖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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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卫视
08:20 情定三生 14:33 打狗棍
19:35 我的岳父会武术(31、32)
辽宁卫视
08:50 双喜盈门 13:02 冤家亲家
19:35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22:00 二炮手
06:55 游击英雄（33-36）
12:05 巨浪
19:35 你的传奇之危机四伏（1-4）
芜湖生活频道
19:58 橄榄树（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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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1(综合频道)
19:30 星光大道 21:16 舞蹈世界
赛段（祁连——门源）
14:42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美国）
08:35 太行英雄传（14、
15）14:30 妻子的谎言（33-35）
中央电视台-4(中文国际频道)
15:45 2017 年世界女排大奖赛（中国香港站）(中 17:53 盗墓笔记 20:15 画壁
17:02 加油向未来 20:00 出彩中国人
17:24 荟萃节目——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海外版） 国队——俄罗斯队)
中央电视台-8(电视剧频道)
中央电视台-2(财经频道)
19:30 今日亚洲 20:00 深度国际
中央电视台-6(电影频道)
07:37 雍正王朝（34-38）
10:37 回家吃饭 9:30 是真的吗
中央电视台-5(体育频道)
08:58 哈克贝利与魔法封印（俄罗斯）
12:30 因为爱情有幸福之一（26-29）
中央电视台-3(综艺频道)
12:35 2017 年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七 10:31 无极限之危情速递 12:19 远大前程
16:34 小别离（26-28）19:30 少林问道（11-13）
北京卫视
08：35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50-53）
13：07 我的前半生（31-34）
19：35 我的前半生（35）20：
23 跨界歌王精华版
东方卫视
10:27 我的前半生（33、
34）12:30 醉玲珑（5-8）
安徽卫视
08:35 射雕英雄传 13:33 周末大放送
19:33 林海雪原
安徽影视
06:05 玉海棠（15-19）

19:33我的前半生（35）21:20 将改革进行到底（10）
江苏卫视
07:30 剑侠传奇 21:20 非诚勿扰
天津卫视
12:35 决战江桥（27、
28）
14:15 解密（27-30）19:30 决战江桥（29、30）
12:08 山河同在（32-37）
18:33 大地惊雷（9-13）
芜湖新闻频道
08:20 秘杀名单（29、
30）
13:43 伪装者（1、2）

广东卫视
08:50 情定三生 14:23 打狗棍
湖南卫视
19:35 我的岳父会武术(33,34)
11:30 楚乔传（52—54）14:00 72 层奇楼第 11 期
辽宁卫视
19:30 我们的少年时代（24）
08:50 双喜盈门 13:02 冤家亲家
20:20 快乐大本营（28∕2017）
19:35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22:00 二炮手
19:30 复合大师

浙江卫视

17:28 渴望（47、
48）
芜湖公共频道
08:40 烽火双雄（15-18）
20:37 追击者（13-15）
芜湖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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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1(综合频道)
中央电视台-3(综艺频道)
队——俄罗斯队)
08:35太行英雄传(16、
17)13:13妻子的谎言（36-39） 19:30 越战越勇 21:00 黄金 100 秒
18:30 2017 年亚琛世界马术节 盛装舞步决赛
17:00 出彩中国人 20:00 加油！向未来
中央电视台-4(中文国际频道)
中央电视台-6(电影频道)
中央电视台-2(财经频道)
19:30 中国舆论场 20:30 海峡两岸
08:17 极地大反攻 10:07 淘气小兵兵（美国）
09:58 爱生活——你必须掌握的厨房妙招
中央电视台-5(体育频道)
11:41 末日救赎 13:27 午餐盒（德国）
12:30 是真的吗 19:30 2017 未来架构师(研发) 11:35 2017 年世界女排大奖赛中国香港站(中国 15:48 封神传奇 18:24 浪漫天降
北京卫视
08：35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54-57）
13：06 我的前半生（33-35）
19：35 我的前半生（36、37）21：
14 音乐大师课
东方卫视
09:52 我的前半生（33-35）
安徽卫视
08:35 周末大放送
19:33 林海雪原
22:00 少年国学派
安徽影视

12:30 喝彩中华（2）13:44 极限挑战第 3 季
19:34 我的前半生（36、
37）
江苏卫视
11:30 非诚勿扰 20:30 了不起的孩子
天津卫视
14:15 解密（30-33）19:30 决战江桥（31、
32）
6:05玉海棠（19-23）
12:08 山河同在（36-41）
18:33 大地惊雷（13-17）
芜湖新闻频道
08:20 伪装者（3-5）

06:55 你的传奇之危机四伏（1-4）
12:15 巨浪
19:35 你的传奇之危机四伏（5-8）
芜湖生活频道
19:58 橄榄树（9、10）

浙江卫视
19:30 复合大师 21:40 好看中国蓝
湖南卫视
11:30 楚乔传（54—56）14:00 快乐大本营
16:00 中餐厅第 1 期（重播）
19:30 我们的少年时代（25—26）
17:28 渴望（49、
50）
芜湖公共频道
08:20 烽火双雄（19-22）
20:37 追击者（16-18）
芜湖教育频道

20:15 寻龙诀
中央电视台-8(电视剧频道)
07:37 雍正王朝(39-43)
12:30 因为爱情有幸福之一(30-33)
16:34 小别离(29-31)
19:30 少林问道(14-16)
广东卫视
08:50 情定三生 14:28 打狗棍
19:35 我的岳父会武术(35,36)
辽宁卫视
08:50 双喜盈门、女人的村庄 13:02 冤家亲家
19:35 王大花的革命生涯 22:00 二炮手
06:55 你的传奇之危机四伏（5-8）
12:15 巨浪
19:35 你的传奇之危机四伏（9-12）
芜湖生活频道
19:58 橄榄树（1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