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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星期一 11.12/星期二 11.13/星期三 11.14/星期四 11.15/星期五 11.16/星期六 11.17/星期日

芜湖新闻频道
07:51 和平饭店（32-42）
17:00 姐妹兄弟（3、4）
19:35 芜湖新闻联播
20:00 第一看点
20:25 右玉和她的县委
书记们（1、2）

芜湖公共频道
08:20 追 风 行 动
（20-25）
18:00 PK大赢家
19:03 我为吃狂
19:20 天天健康
19:40 美好家园
20:05 乱世危情（35-37）

芜湖教育频道
12:00 小妮扛枪（24-31）
18:45 广电演播厅
19:35 大 宅 门 1912
（26-28）

芜湖生活频道
17:45 百姓大舞台
18:00 生活传真
19:00 1890
19:58 大江大河（13、14）

11.11/星期一 11.12/星期二 11.13/星期三 11.14/星期四 11.15/星期五 11.16/星期六 11.17/星期日

11.11/星期一 11.12/星期二 11.13/星期三 11.14/星期四 11.15/星期五 11.16/星期六 11.17/星期日

芜湖新闻频道
07:51 对手（1-11）
17:00 姐妹兄弟（5、6）
19:35 芜湖新闻联播
20:00 第一看点
20:25 右玉和她的县委
书记们（3、4）

芜湖公共频道
08:20 追风行动（26-31）
18:00 PK大赢家
19:03 花样旅途
19:20 天天健康
19:40 美好家园
20:05 乱世危情（38-40）

芜湖教育频道
12:00 小妮扛枪（32-39）
18:45 广电演播厅
19:35 大 宅 门 1912
（29-31）

芜湖生活频道
17:45 百姓大舞台
18:00 生活传真
19:00 1890
19:58 大江大河（15、16）

芜湖新闻频道
07:51 对手（12-22）
17:00 姐妹兄弟（7、8）
19:35 芜湖新闻联播
20:00 第一看点
20:25 右玉和她的县委
书记们（5、6）

芜湖公共频道
08:20 追风行动（32-37）
18:00 我为吃狂
19:03 乡约鸠兹
19:20 天天健康
19:40 美好家园
20:05 乱世危情（41-43）

芜湖教育频道
12:00小妮扛枪（40-43）
14:25 地火（1-4）
18:45 广电演播厅
19:35 大 宅 门 1912
（32-34）

芜湖生活频道
17:45 百姓大舞台
18:00 生活传真
19:00 1890
19:58 大江大河（17、18）

芜湖新闻频道
07:51 对手（23-33）
17:00 姐妹兄弟（9、10）
19:35 芜湖新闻联播
20:00 第一看点
20:25 右玉和她的县委
书记们（7、8）

芜湖公共频道
08:20 追风行动（38-43）
18:00 PK大赢家
19:03 花样旅途
19:20 天天健康
19:40 美好家园
20:05 乱 世 危 情
（44-46）

芜湖教育频道
12:00 地火（5-12）
18:45 广电演播厅
19:35 大 宅 门 1912
（35-37）

芜湖生活频道
17:45 百姓大舞台
18:00 生活传真
19:00 1890
19:58 大江大河（19、20）

芜湖新闻频道
07:51 对手（34-44）
17:00 姐妹兄弟（11、12）
19:35 芜湖新闻联播
20:00 第一看点
20:25 右玉和她的县委
书记们（9、10）

芜湖公共频道
08:20追风行动（44-46）
14:20 面具（1-3）
18:00 PK大赢家
19:03 乡约鸠兹
19:40 美好家园
20:05乱世危情（47-49）

芜湖教育频道
12:00 地火（13-20）
18:45 广电演播厅
19:35 大宅门 1912（38、
39）
21:11 于无声处（1）

芜湖生活频道
17:45 百姓大舞台
18:00 生活传真
19:00 1890
19:58 大江大河（21、22）

芜湖新闻频道
07:51 对手（45、46）
09:26 我的1997（1-9）
17:00 姐妹兄弟（13、14）
19:35 芜湖新闻联播
20:00 第一看点
20:25 右玉和她的县委
书记们（11、12）

芜湖公共频道
08:20 面具（4-8）
17:45 福气多多财运来
18:00 PK大赢家
19:03 乡约鸠兹
19:20 天天健康
20:05 锻刀（1-3）

芜湖教育频道
12:00 地火（21-28）
18:45 广电演播厅
19:35 于无声处（2-4）

芜湖生活频道
17:45 百姓大舞台
18:00 生活传真
19:00 1890
19:58 大江大河（23、24）

芜湖新闻频道
07:51 我的1997（10-20）
17:00 姐妹兄弟（15、16）
19:35 芜湖新闻联播
20:00 第一看点
20:25 右玉和她的县委
书记们（13、14）

芜湖公共频道
08:20 面具（9-14）
17:45 芜湖体育
18:00 PK大赢家
19:03 乡约鸠兹
19:20 天天健康
19:40 美好家园
20:05 锻刀（4-6）

芜湖教育频道
12:00 地火（29-36）
18:45 广电演播厅
19:35 于无声处（5-7）

芜湖生活频道
17:45 百姓大舞台
18:00 生活传真
19:00 1890
19:58 大江大河（25、26）

中央电视台-1
08:35 生活圈
09:24 无名卫士(15-17)
13:13 正阳门下小女人
(43-46)
20:06 希望的大地(14、
15)

中央电视台-2
17:32 老广的味道(第四
季)
17:55 川味(第三季)
18:30 回家吃饭
19:00 生财有道
19:30 消费主张

中央电视台-3
15:00 艺览天下
16:00 开门大吉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00 开门大吉

中央电视台-4
13:45 红军东征(7-11)
17:15 远方的家

中央电视台-5
12:35 2019/2020 赛 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4轮
14:30 2019/2020 赛 季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
12轮(利物浦-曼城)

中央电视台-6
08:47 生旦净末丑
10:32 少年巴比伦
12:28 欢乐喜剧人
14:07 哈罗德和莉莉安
(美国)
16:00 泡菜爱上小龙虾
18:21 李司法的冬暖夏
凉
20:15 宗师卜六

中央电视台-8
07:32 桐柏英雄(30)；战
地迷情(1-4)
12:26 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4-7)
16:31 初婚(13-15)
19:30 掩 不 住 的 阳 光
(15-17)

中央电视台-1
09:24 无名卫士（18-20）
13:13 情正阳门下小女
人（47、48）
14:50 激情的岁月（1、2）
20:06 希望的大地

（16、17）
中央电视台-2

17:32 老广的味道
17:55 川味（第三季）
18:30 回家吃饭
19:00 生财有道
19:30 消费主张

中央电视台-3
15:00 非常6+1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00 向幸福出发
20:30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中央电视台-4

13:00 国宝发现
13:45 红军东征（12-16）

中央电视台-5
12:35 2019/2020 赛 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4轮
14:30 2019/2020 赛 季
意甲联赛第12轮（尤文图
斯-AC米兰）

中央电视台-6
08:31 挺进中原
10:29 你，是我的眼
12:19 火星没事
14:08 掌门人
15:51 走出尘埃
18:23 广东十虎铁桥三
之王者荣威
20:15 广东十虎黄澄可
之云起龙骧

中央电视台-8
07:32 战地迷情（5-9）
12:26 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8-11）
16:31 初婚（16-18）
19:30 掩 不 住 的 阳 光
（18-20）

中央电视台-1
08:35 生活圈
09:24 无名卫士(21-23)
13:13 激情的岁月(3-6)
20:06 希望的大地(18、
19)

中央电视台-2
17:32 老广的味道(第四
季)
17:55 川味
18:30 回家吃饭
19:00 生财有道
19:30 消费主张

中央电视台-3
15:00 幸福账单：为你买
单
16:00 越战越勇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00 越战越勇

中央电视台-4
13:30 记住乡愁2018片
段展播
13:45 红军东征(17-21)

中央电视台-5
12:35 2019/2020 赛 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5轮
14:00 2019/2020 赛 季
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站
表演滑

中央电视台-6
08:21 功夫咏春
10:24 守望军装
12:13 七月与安生
14:12 公主夜游记(英国)
16:05 花样厨神
18:20 特警云豹
20:15 太极张三丰

中央电视台-8
07:32 战地迷情(10-14)
12:26 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12-15)
16:31 初婚(19-21)
19:30 掩 不 住 的 阳 光
(21-23)

中央电视台-1
08:35 生活圈
09:24 无名卫士（24-26）
13:13 激 情 的 岁 月
（7-10）
20:06 希望的大地（20、
21）

中央电视台-2
17:55 川味
18:30 回家吃饭
19:00 生财有道
19:30 消费主张
20:00 经济半小时
20:30 经济信息联播

中央电视台-3
13:00 综艺喜乐汇
15:00 回声嘹亮
16:00 星光大道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00 星光大道

中央电视台-4
13:00 国宝发现
13:45 红军东征（22-26）

中央电视台-5
12:35 2019/2020 赛 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5轮
14:00 2019年第37届世
界艺术体操锦标赛集体
全能决赛

中央电视台-6
08:22 暗器
10:16 胖婶进城
12:06 港珠澳大桥
13:29 两个情人（美国）
15:33 囧探佳人
17:48 妖猫传
20:15 广东十虎苏灿之
亢龙有悔

中央电视台-8
07:32 战地迷情（15-19）
12:26 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16-19）
16:31 初婚（22-24）
19:30 掩 不 住 的 阳 光
（24-26）

中央电视台-1
08:35 生活圈
09:24 无名卫士(27-29)
13:13 激情的岁月

(11-14)
20:06 希望的大地

(22、23)
中央电视台-2

17:32 老广的味道（第四
季）
17:55 川味
18:30 回家吃饭
19:00 生财有道
19:30 消费主张

中央电视台-3
13:00 综艺喜乐汇
15:00 黄金100秒
16:00 开门大吉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00 开门大吉

中央电视台-4
13:00 国宝发现
13:39 红军东征(27-30)
16:26 周恩来在重庆(1)

中央电视台-5
12:35 2019/2020 赛 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5轮
16:31 2022年世界杯预
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叙
利亚队-中国队）

中央电视台-6
08:08 冰河追凶
10:01 赤子传奇
11:50 素人特工
13:48 谍之魂(俄罗斯)
15:49 S4侠降魔记
18:20 飞驰人生
20:15 木棉袈裟

中央电视台-8
07:32 战地迷情(20-24)
12:26 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20-23)
16:31 初婚(25-27)
19:30 掩 不 住 的 阳 光
(27-29)

中央电视台-1
08:32 精无名卫士

（30、31）
13:13激情的岁月（15-18）
20:06 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2019主持人大赛

中央电视台-2
15:52 周末特供
16:57 老广的味道
17:42 舌 尖 上 的 中 国
（二）
18:30 是真的吗
19:30 秘密大改造

中央电视台-3
14:37 旋转吧，假期
15:47 我要上春晚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00 我要上春晚
20:43 艺览天下

中央电视台-4
13:00 华人故事
14:03 周恩来在重庆

（2-6）
中央电视台-5

16:00 2019/2020 赛 季
速度滑冰世界杯明斯克
站
17:00 2019年国际乒联
世界巡回赛奥地利站男
单1/4决赛

中央电视台-6
07:46 天籁梦想
09:28 赛车总动员（美
国）
11:34 大武生
13:24 隐私保险箱
15:09 缝纫机乐队
18:09 脱皮爸爸
20:15 叶问2宗师传奇

中央电视台-8
07:32 战地迷情（25-29）
12:26 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24-27）
16:31 初婚（28-30）
19:30 掩 不 住 的 阳 光
（30-32）

中央电视台-1
08:32 我要上春晚
10:14 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2019主持人大赛
14:16 正阳门下小女人
(39-42)
18:05 正大综艺·动物来
啦
20:06 故事里的中国

中央电视台-2
14:53 航拍中国（第一
季）
16:27 老广的味道（第三
季）
17:12 舌尖上的中国
18:00 一槌定音
19:00 魅力中国城

中央电视台-3
15:00 旋转吧，假期
17:30 天天把歌唱
18:00 综艺喜乐汇
19:00 越战越勇

中央电视台-4
14:03 无名卫士(32-36)
17:45 平凡匠心

中央电视台-5
12:00 2019年乒乓球团
体世界杯男团决赛
14:30 2019 年中国（福
州）羽毛球公开赛决赛

中央电视台-6
07:39 老夫子之小水虎
传奇
09:20 虫虫危机（美国）
11:11 半步崩拳
13:02 逃亡列车（美国）
15:30 我说的都是真的
18:03 湘江北去
20:15 犬王

中央电视台-8
07:32 桐柏英雄(25-29)
12:26 功夫婆媳（40-42）
13:24 你和我的倾城时
光（1-3）
16:31 娘亲舅大（10-12）
19:30 掩 不 住 的 阳 光
（13、14）

安徽卫视
08:40 闯关东
13:43 大宅门
19:33 老虎队

安徽影视
07:14 雪 地 娘 子 军
（10-13）
12:35 黑 狐 之 风 影
（19-22）
19:24 战天狼（29-32）

安徽卫视
08:40 闯关东
13:43 大宅门
19:33 老虎队

安徽影视
07:14 雪 地 娘 子 军
（14-17）
12:35 黑 狐 之 风 影
（23-26）
19:24 战天狼（33-36）

安徽卫视
08:40 大西南剿匪记
13:43 大宅门
19:33 老虎队

安徽影视
07:14 雪 地 娘 子 军
（18-21）
12:35 黑 狐 之 风 影
（27-30）
19:24 战天狼（37-40）

安徽卫视
08:40 大西南剿匪记
13:43 大宅门
19:33 老虎队

安徽影视
07:14 雪 地 娘 子 军
（22-25）
12:35 黑 狐 之 风 影
（31-34）
19:24 铁血军魂（1-4）

安徽卫视
08:40 大西南剿匪记
13:43 大宅门
19:33 老虎队

安徽影视
07:14 雪 地 娘 子 军
（26-29）
12:35 黑 狐 之 风 影
（35-38）
19:24 铁血军魂（5-8）

安徽卫视
08:40 大西南剿匪记
13:43 大宅门
19:33 老虎队

安徽影视
07:14 雪 地 娘 子 军
（30-33）
12:35 黑 狐 之 风 影
（39-42）
19:24 铁血军魂（9-12）

安徽卫视
08:40 大西南剿匪记
13:43 大宅门
19:33 老虎队

安徽影视
07:14 雪 地 娘 子 军
（34-37）
12:35 决战江桥（1-4）
19:24 铁血军魂（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