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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1

11 月 29 日
十月廿五

中央电视台-1

中
央
电
视
台
︵
节
目
以
实
际
播
出
为
准
︶

09:24 跨过鸭绿江
(18-20)
13:13 和平之舟(29)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1-3)
21:00 香山叶正红
(10、11)
中央电视台-5

13:35 2021年世界乒
乓球锦标赛男、
女双打半决赛
中央电视台-6

10:20 故事片：
幻境寻踪
20:15 故事片：
烽火天龙山
中央电视台-8

12:30 爱情的边疆
(31-34)
16:28 回家的路有多
远(8-10)
19:30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30-32)
22:19 隐秘而伟大
(11、12)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3 剧场：斛珠夫人
21:05 暖暖的新家
浙江卫视台

地
方
卫
视
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中国蓝剧场
21:40 综艺精选
湖南卫视台

08:40 偶像独播剧场
20:30 陪你逐风飞翔
（14、15）
22:00 第十二秒（13）
上海卫视台

17:10 文娱新天地
19:30 两个人的世界
（25-26）
21:10 东方看大剧

达
州
广
播
电
视
台

星期

2

11 月 30 日
十月廿六

中央电视台-1

09:24 跨过鸭绿江
(21-23)
13:13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4-7)
20:34 香山叶正红
(12、13)
中央电视台-5

15:30 2021年中国足
协女超联赛冠
亚军决赛
中央电视台-6

10:06 故事片：
最后一班岗
11:56 故事片：大明神
捕之银钗盗
18:27 故事片：宋快递
中央电视台-8

12:30 爱情的边疆
(35-38)
16:28 回家的路有多
远(11-13)
19:30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33-35)
22:19 隐秘而伟大
(13、14)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0 剧场：斛珠夫人
22:24 最美中轴线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中国蓝剧场
21:40 综艺精选
湖南卫视台

08:40 偶像独播剧场
20:30 陪你逐风飞翔
（16、17）
22:00 第十二秒（14）
上海卫视台

17:10 文娱新天地
19:30 两个人的世界
（27-28）
22:00决战21天（6）

四川卫视台

四川卫视台

19:35 亲爱的爸妈
（28-29）
22:30 经典剧场

19:35 亲爱的爸妈
（30-31）
22:30 经典剧场

星期

3

12 月 1 日
十月廿七

中央电视台-1

09:24 跨过鸭绿江
(24-26)
13:13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8-11)
20:06 香山叶正红
(14、15)
中央电视台-5

14:05 2021年世界职
业拳王争霸赛
精选
中央电视台-6

10:03 故事片：
喋血毒巢
11:52 故事片：
逗爱熊仁镇
13:43 译制片：
西部双雄
中央电视台-8

12:30 爱情的边疆
(39-42)
16:28 回家的路有多
远(14-16)
19:30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36-38)
22:19 隐秘而伟大
(15、16)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3 剧场：斛珠夫人
21:51 为你喝彩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中国蓝剧场
21:40 综艺精选
湖南卫视台

08:40 偶像独播剧场
20:10 陪你逐风飞翔
（18、19）
22:00 大湾仔的夜
上海卫视台

17:10 文娱新天地
19:30 两个人的世界
（29、30）
21:10 东方看大剧
四川卫视台

12:45 流光剧场
19:35 亲爱的爸妈
（32-33）
22:30 经典剧场

星期

4

12 月 2 日
十月廿八

中央电视台-1

09:24 跨过鸭绿江
(27-29)
13:13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12-15)
20:06 香山叶正红
(16、17)

星期

5

12 月 3 日
十月廿九

中央电视台-1

09:24 跨过鸭绿江
(30-32)
13:13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16-19)
20:06 香山叶正红
(18、19)

星期

6

12 月 4 日
十一月初一

中央电视台-1

09:24 跨过鸭绿江
（33-36）
13:13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20-23）
20:06 中国考古大会
中央电视台-5

中央电视台-5

中央电视台-5

14:05 2021/2022赛季
法甲联赛第15
轮集锦

15:00 2021年ATP男
子网球年终总决
赛单打决赛

中央电视台-6

中央电视台-6

中央电视台-6

09:52 故事片：
水星的逆行
20:15 故事片：黄飞鸿
之王者无敌
22:11 译制片：
激战阵线

11:47 故事片：无名狂
15:32 译制片：暗流
18:13 故事片：少林寺
20:15 故事片：
捍战（二）

中央电视台-8

12:30 爱情的边疆
（51-54）
16:28 回家的路有多
远（23-25）
19:30 亲爱的孩子们
（7-9）
22:19 隐秘而伟大
（21、22）

10:23 故事片：
纳兰侍卫
20:15 故事片：
呼吸的音乐
22:10 译制片：
尖峰时刻(二)
中央电视台-8

12:30 爱情的边疆
(43-46)
16:28 回家的路有多
远(17-19)
19:30 亲爱的孩子们
(1-3)
22:19 隐秘而伟大
(17、18)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3 剧场：斛珠夫人
21:56 最美中轴线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中国蓝剧场
22:00 美味夜行侠
湖南卫视台

08:40 偶像独播剧场
20:30 陪你逐风飞翔
（20、21）
22:00 时光音乐会
上海卫视台

17:10 文娱新天地
19:30 两个人的世界
（31、32）
四川卫视台

19:35 亲爱的爸妈
（34-35）
21:20 了不起的分享
22:30 经典剧场

12:30 爱情的边疆
(47-50)
16:28 回家的路有多
远(20-22)
19:30 亲爱的孩子们
(4-6)
22:19 隐秘而伟大
(19、20)
北京卫视台

17:24 养生堂
19:33 剧场：斛珠夫人
22:00 紫禁城
浙江卫视台

08:30 白天剧场
19:30 中国蓝剧场
20:30 王牌对王牌
21:20 综艺
湖南卫视台

08:00 偶像独播剧场
19:35 陪你逐风飞翔
（22）
20:10 时光音乐会
上海卫视台

17:10 文娱新天地
19:30 两个人的世界
（33、34）
四川卫视台

19:35 亲爱的爸妈
（36-37）
22:30 经典剧场

12:35 2021年世界羽
联巡回赛总决赛
半决赛

中央电视台-8

北京卫视台

17:24 养生堂
19:33 剧场：斛珠夫人
22:00 紫禁城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中国蓝剧场
20:30 我就是演员
湖南卫视台

08:30 偶像独播剧场
19:35 陪你逐风飞翔
（23、24）
22:00 欢唱大篷车
上海卫视台

12:30 未来邀请函
19:30 两个人的世界
（35）
20:10 追光吧！ （3）
四川卫视台

19:35 亲爱的爸妈
（38-39）
22:30 经典剧场

星期

日

12 月 5 日
十一月初二

中央电视台-1

09:24 跨过鸭绿江
(37-40)
13:13 我和我的三个
姐姐(24-27)
22:38 等着我
中央电视台-5

21:00 2021/2022赛季
斯诺克英国锦
标赛决赛
中央电视台-6

10:49 故事片：征途
12:48 译制片：
双子杀手
18:06 故事片：
奇门遁甲
20:15 故事片：
狐踪谍影
中央电视台-8

12:30 正阳门下小女
人(1-4)
16:28 回家的路有多
远(26-28)
19:30 亲爱的孩子们
(10、11)
22:19 隐秘而伟大
(23、24)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3 剧场：斛珠夫人
21:58 我的桃花源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中国蓝剧场
21:20 宝藏般的乡村
湖南卫视台

08:40 偶像独播剧场
20:00 陪你逐风飞翔
（25、26）
22:00 天天向上
上海卫视台

12:00 中国长三角
19:30 两个人的世界
（36、37）
四川卫视台

08:25 真情剧场
19:35 亲爱的爸妈
（40-41）
21:20 心动一拍即合

新闻综合频道

新闻综合频道

新闻综合频道
（广电 3 电信 62）

新闻综合频道

新闻综合频道

（广电 3 电信 62）

新闻综合频道

新闻综合频道

（广电 3 电信 62）

（广电 3 电信 62）

（广电 3 电信 62）

（广电 3 电信 62）

08:30 风云年代
（34-36）
13:27 回家的路有多
远（26-29）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国门英雄（6-7）
23:25 引进节目
23:40 结婚快乐

08:30 风云年代
（37-39）
13:27 回家的路有多远
（30-33）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国门英雄（8-9）
23:40 卡夫卡的陋居

08:30 风云年代（40）
毕业歌（1-2）
13:27 回家的路有多远
（34-37）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国门英雄
（10-11）
23:25 引进节目
23:40 浪子回头

（广电 3 电信 62）

08:30 毕业歌（3-5）
13:27 回家的路有多远
（38-41）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国门英雄
（12-13）
23:25 引进节目
23:40 马林迪大逃亡

08:30 毕业歌（6-8）
13:27 回家的路有多远
（42-45）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国门英雄
（14-15）
23:25 引进节目
23:40 梅茨格之谜

08:30 毕业歌（9-11）
13:27 回家的路有多远
（46-49）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国门英雄
（16-17）
23:25 引进节目
23:40 末日方舟

08:30 毕业歌（12-14）
13:27 国家底线（1-4）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国门英雄
（18-19）
23:25 引进节目
23:40 男闺蜜

公共频道

07:15 我的前半生
（40-42）
我的岳父会武术
（1-3）
13:10 亮剑（21-26）
18:40 经济新时空
19:03 破冰行动
（43-44）
23:00 一树桃花开
（26-27）

公共频道

公共频道

（广电 5 电信 63）

07:15 我的前半生
（34-39）
13:10 亮剑（15-20）
18:40 经济新时空
19:03 破冰行动
（41-42）
20:30 聚焦达川
22:00 通川时空(首播)
23:00 一树桃花开
（24-25）
通川频道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 麻雀（56-60）
12:25 奔腾岁月
（5-12）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暖暖的幸福
（20-21）
22:35 林海雪原
（35-37）

公共频道
（广电 5 电信 63）

通川频道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 麻雀（61）
岁岁年年柿柿红
（1-4）
12:25 奔腾岁月
（13-20）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暖暖的幸福
（22-23）
22:35 林海雪原
（38-40）

（广电 5 电信 63）

（广电 5 电信 63）

07:15 我的岳父会武术
（4-9）
13:10 亮剑（27-30）
绝密 543（1-2）
18:40 经济新时空
19:03 破冰行动
（45-46）
20:30 聚焦达川（首播）
22:00 通川时空(首播)
23:00 一树桃花开
（28-29）

07:15 我的岳父会武术
（10-15）
13:10 绝密543（3-8）
18:40 经济新时空
19:03 破冰行动
（47-48）
20:30 聚焦达川（首播）
23:00 一树桃花开
（30-31）

通川频道

（广电 4 电信 131）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 岁岁年年柿柿红
（10-14）
12:25 奔腾岁月
（29-36）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暖暖的幸福
（26-27）
22:35 林海雪原
（44-46）

08:20 岁岁年年柿柿红
（5-9）
12:25 奔腾岁月
（21-28）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暖暖的幸福
（24-25）
22:35 林海雪原
（41-43）

通川频道

公共频道
（广电 5 电信 63）

07:15 我的岳父会武术
（16-21）
13:10 绝密 543（9-14）
18:40 经济新时空
19:03 我们都要好好的
（1-2）
20:30 高新区视点
22:00 通川时空(首播)
23:00 一树桃花开
（32-33）
通川频道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 岁岁年年柿柿红
（15-19）
12:25 奔腾岁月
（37-44）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暖暖的幸福
（28-29）
22:35 林海雪原
（47-49）

公共频道

公共频道

（广电 5 电信 63）

（广电 5 电信 63）

07:15 我的岳父会武术
（22-27）
13:10 绝密 543
（15-20）
18:40 经济新时空
19:03 我们都要好好的
（3-4）
20:30 聚焦达川（首播）
23:00 一树桃花开
（34-35）
通川频道

07:15 我的岳父会武
术（28-33）
13:10 绝密 543
（21-26）
18:40 经济新时空
19:03 我们都要好好
的（5-6）
20:30 高新区视点
23:00 一树桃花开
（36-37）

（广电 4 电信 131）

通川频道

08:20 岁岁年年柿柿红
（20-24）
12:25 奔腾岁月
（45-49）
猜拳（1-3）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暖暖的幸福
（30-31）
22:35 林海雪原
（50-52）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 岁岁年年柿柿
红（25-29）
12:25 猜拳（4-11）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暖暖的幸福
（32-33）
22:35 林海雪原
（5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