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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星期一 1.15/星期二 1.16/星期三 1.17/星期四

中央电视台—1
09:25 雪鹰(18-20)
13:13 奔腾岁月(17-20)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电视台-2
17:42 精 品 财 经 纪 录
——天涯厨王
18:55 生财有道
19:25 消费主张
19:53 资本的力量

中央电视台-3
14:13 越战越勇
15:39 舞蹈世界
17:57 天天把歌唱
19:30 开门大吉

中央电视台-4
14:13 剧场
17:15 远方的家：“一带
一路”特别节目

中央电视台-5
13:00 2019 年阿联酋亚
洲杯最前线
16:10 2018/2019 赛 季
中国女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32轮

中央电视台-6
08:19 铁扇令
10:15丽人保镖之马道疑
云
12:07 血色星期五
13:50 简爱(英国/美国)
15:48 疯狂的赛车
18:12 丢羊
20:15 醉侠苏乞儿

中央电视台-8
07:32 决杀(27-31)
12:26姥姥的饺子馆
(24-27)
16:31遥远的距离

（39-41）
19:30星火云雾街
(13-15)

中央电视台—1
09:25 雪鹰（21-23）
13:13奔腾岁月（21-24）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电视台-2
16:15 周末特供
16:33 消费主张
17:42 天涯厨王
18:29 回家吃饭
18:55 生财有道

中央电视台-3
16:33 综艺喜乐汇
17:57天天把歌唱
18:32 群英汇

中央电视台-4
14:13 剧场
17:15 远方的家：“一带
一路”特别节目

中央电视台-5
14:30 第四届百灵杯世
界围棋锦标赛 三番棋决
赛
16:10 2019 年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第一轮

中央电视台-6
08:43 小飞侠
10:27 丽人保镖之IT狂人
12:21 同谋
14:18 橡树——十万火急
16:04 让老公回家
18:22 侠探锦毛鼠之血
弥东京
20:15 侠探锦毛鼠之血
光再起

中央电视台-8
07:32 决杀（32-36）
12:26姥姥的饺子馆

（28-31）
16:31遥远的距离

（39-41）
19:30 星火云雾街

（16-18）

中央电视台—1
08:35 生活圈
09:25 雪鹰(24-26)
13:13 奔腾岁月(25-28)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电视台-2
18:29 回家吃饭
18:55 生财有道
19:25 消费主张
19:53 资本的力量

中央电视台-3
17:29 天天把歌唱
18:04 综艺喜乐汇
19:30 越战越勇

中央电视台-4
14:13 剧场
17:15 远方的家：“一带
一路”特别节目

中央电视台-5
15:03 2019 年世界职业
拳王争霸赛精选
16:10 2019 年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第二轮)

中央电视台-6
08:32 虎兄豹弟
10:17 丽人保镖之心跳
重逢
12:06 以为是老大之金
三角风云
13:48 绝唱(日本)
15:39 闪光少女
17:58 北京爱情故事
20:15 霍元甲

中央电视台-8
07:32 决杀(37-40)
11:23 炮神(1)
12:26姥姥的饺子馆
(32-35)
16:31遥远的距离

（39-41）
19:30 星火云雾街
(19-21)

中央电视台—1
08:35 生活圈
09:25 雪鹰（27～29）
13:13奔腾岁月（29～32）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电视台-2
16:30 消费主张
17:30 是真的吗
118:55 生财有道
19:55 资本的力量

中央电视台-3
14:58 2019新年乐三天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4 综艺喜乐汇
19:30 回声嘹亮
20:59 综艺盛典

中央电视台-4
14:13 剧场
17:15 远方的家：“一带
一路”特别节目

中央电视台-5
12:35 足球之夜--2019
年阿联酋亚洲杯最前线
16:00 第四届百灵杯世
界围棋锦标赛三番棋决赛

中央电视台-6
08:42 密战峨眉
10:33丽人保镖之青花古瓷
12:27 血溅大青沟
14:16冷酷的心（墨西哥）
16:12 饭局也疯狂
18:20 艾草仙姑
20:15 英伦对决

中央电视台-8
07:32 炮神（2-6）
12:26姥姥的饺子馆

（36-39）
16:31遥远的距离

（39-41）
19:30星火云雾街

（22-24）

中央电视台—1
08:35 生活圈
09:25 雪鹰(30-32)
13:13 奔腾岁月(33-36)
20:05 特约剧场

中央电视台-2
17:15 周末特供
17:29 一槌定音
18:55 生财有道

中央电视台-3
17:06 天天把歌唱
17:41 综艺喜乐汇
19:07 星光大道

中央电视台-4
17:15 远方的家：“一带
一路”特别节目

中央电视台-5
13:00 2018/2019 赛 季
斯诺克大师赛
14:00 2018/2019 赛 季
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
联赛半决赛

中央电视台-6
07:46 德令哈之恋
09:32丽人保镖之期待再
见
11:28 单身男女2
13:30 廊桥遗梦(美国)
15:53 擦枪走火
18:20 侠探锦毛鼠之鹧
鸪天
20:15 侠探锦毛鼠之如
梦令

中央电视台-8
7:32 炮神(7-11)

12:26姥姥的饺子馆(40)
13:24我的继父是偶像
(1-3)
16:31遥远的距离

（39-41）
19:30 星火云雾街
(25-27)

中央电视台—1
08:35 深海利剑（1、2）
13:13 等着我
14:16奔腾岁月（37-39）
20:05星光大道年度总决
赛

中央电视台-2
16:29 川味
17:50 特别呈现：舌尖上
的中国（一）
19:30 是真的吗

中央电视台-3
08:54 综艺喜乐汇
19:30 我要上春晚

中央电视台-4
13:00 外国人在中国
13:34 剧场

中央电视台-5
14:03 2018/2019 赛 季
斯诺克大师赛
16:00 2018/2019 赛 季
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第13轮

中央电视台-6
07:33 鹰笛天缘
09:07 戴口罩的小狗
10:56 吹牛大王奇游记
12:30 大唐玄奘
14:41 莫斯科不相信眼
泪（俄罗斯）
18:19 红尘客栈
20:15 举起手来！

中央电视台-8
04:15我的二哥二嫂

（17-20）
07:32 炮神（12-16）
12:26 我的继父是偶像

（4-7）
16:31遥远的距离

（39-41）
19:30星火云雾街

（28-30）

中央电视台—1
08:35 深海利剑(3、4)
14:16 奔腾岁月（40）
15:05 三妹（1-3）
20:05挑战不可能(第四季)

中央电视台-2
16:32 精 品 财 经 纪 录
——天涯厨王
17:20 2018 精品财经纪
录--川味
17:57 特别呈现：舌尖上
的中国(一)
18:46 周末特供

中央电视台-3
12:00 我要上春晚
13:42 向幸福出发
15:07 越战越勇
19:30 国家宝藏(第二季)

中央电视台-4
13:35 剧场
17:15 城市1对1

中央电视台-5
14:03 2018/2019 赛 季
斯诺克大师赛半决赛
16:00 2019 年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第四轮

中央电视台-6
08:00 神弓传奇
09:33牧场是我家（美国）
11:02 西风烈
13:08 王牌保镖（美国）
15:36 我是马布里
18:14 天下第一针
20:15 举起手来之二追
击阿多丸

中央电视台-8
07:32 炮神(17-21)
12:26 我的继父是偶像
(8-11)
16:31遥远的距离

（39-41）
19:30星火云雾街（31、32）

1.18/星期五 1.19/星期六 1.20/星期日

1.14/星期一

安徽卫视
08:00 动画剧场
13:33 海豚真情剧场
19:33 西京故事

安徽影视
07:33 昙花梦（26-29）
12:15对与决（11-14）
19:24绝密孝金

（25-28）

1.15/星期二

安徽卫视
08:35 天龙八步
13:33 海豚真情剧场
19:33 西京故事

安徽影视
07:33 昙花梦（30-33）
12:15对与决（15-18）
19:24绝密孝金

（29-32）

1.16/星期三

安徽卫视
08:35 天龙八步
13:33 海豚真情剧场
19:33 西京故事

安徽影视
07:33 昙花梦（34-37）
12:15对与决（19-22）
19:24绝密孝金

（33-36）

1.17/星期四

安徽卫视
08:35 天龙八步
13:33 海豚真情剧场
19:33 西京故事

安徽影视
07:33 昙花梦（38-41）
12:15对与决（23-26）
19:24绝密孝金

（37-40）

1.18/星期五

安徽卫视
08:35 倚天屠龙记
19:33 海豚第一剧场

安徽影视
07:33 昙花梦（42、43）
09:18 皮·影（1、2）
12:15对与决（27-29）
15:40 特种兵之利刃出
鞘（1）
19:24 绝密孝金（41）
20:13川军团血战到底

（1-3）

1.19/星期六

安徽卫视
08:35 倚天屠龙记
13:33 海豚真情剧场
19:33 海豚第一剧场

安徽影视
07:33 皮·影（3-6）
12:15 特种兵之利刃出
鞘（2-5）
19:24 川军团血战到底

（4-7）

1.20/星期日
安徽卫视

08:35 倚天屠龙记
13:33 海豚真情剧场
19:33 海豚第一剧场

安徽影视
07:33 皮·影（7-110）
12:15 特种兵之利刃出
鞘（6-9）
19:24 川军团血战到底

（8-11）

深海利剑
主演：高旻睿 王阳 徐洋 刘璐

潜
艇是国家的战略利器，也是国家安全的
重要保证。面对 X 国攻击潜艇“黑鲨”
的屡次侵犯，海军火速制定“T 计划”，
展开全国特招。一群 90 后大学生经过
层层筛选，进入这个神秘的潜艇世界。

他们在超乎寻常的严苛训练里，从懵懂的新兵，成长
为肩负国防重任的铁血军人，驾我军新型潜艇深海潜
航，一次次驱赶了 X 国的“黑鲨”级潜艇的侦察和骚
扰，保卫我国领海安全。在我党强有力的领导下，让
敌人闻风丧胆。他们历经生死考验，用生命和鲜血为
我万里海疆筑起了一道移动长城，实践了血洒海疆的

“重剑”精神，捍卫了“听党指挥，生死与共，永不沉没”
的不朽誓言。 央视一套1月19日播出

川军团血战到底
主演：贾一平 陶泽如 王迅 江水

国
难当头，出生富贵的少爷排长李德明冲破
封建家庭的藩篱，毅然投身民族解放的铁
血洪流，以激昂的血性与一群江湖气息浓
厚的兵痞一同走上杀身报国的抗日战
场。他们在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艰难历

程里，在与八路军友军并肩杀敌的血与火的淬炼中，转
战晋鲁，顽强战斗。并抱着与敌血战到底的激昂血性，
带领军部医院轻伤员冒死增援藤县保卫战。藤县城防
最后被日军攻陷，李德明聚拢残兵顽强抵抗，苦战数日，
誓死不降，直至弹尽粮绝与敌同归于尽。以生命和鲜血
践行了川军将士为了报效国家投身民族解放的神圣誓
言：不把鬼子赶出中国，誓不回川！

安徽影视1月18日播出

炮神
主演：于震 刘小锋 牛丽燕 张光北

1
927 年，滇军策应广东革命政府北伐号召征讨军
阀唐继尧，双方激战昆明城外。马夫兵杨志华阴
差阳错考入讲武堂，和高材生杜清明冲突频发。
但其得到教官枝野胜男的严酷训练，成为最没文
化的神炮手。抗日战争爆发，杨志华加入八路军

部队奔赴华北战场，意外与杜清明重逢。一个八路军营
长，一个国民党教官，二人摒弃。历经挫折考验，杨志华
和杜清明反败为胜，在关键战役打败枝野胜男而名声大
噪。抗战胜利，国共分裂，杨志华和杜清明又在济南战
役兵戎相见。杨志华冒险劝降，杜清明被杨志华所折
服，为争取部队起义的时间而慷慨赴死。

央视八套1月16日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