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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

1

2月8日
腊月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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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9)
12:00 新闻30分
12:35 今日说法
13:13 最美的青春
(11-14)
20:06 觉醒年代(7、8)
中央电视台-5

15:00 2020/2021赛季
自由式滑雪世界
杯美国鹿谷站空
中技巧
中央电视台-6

10:01 故事片：
幻境寻踪
11:46 故事片：
天蓬归来
20:15 故事片：神龙策
中央电视台-8

12:26 最初的相遇，最
后的别离(4-7)
16:31 初婚(33-35)
19:30 跨过鸭绿江
(13-15)
22:36 姥姥的饺子馆
(4、5)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0 假日暖洋洋
22:10 档案
浙江卫视台

地
方
卫
视
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正青春
21:40 综艺精选
湖南卫视台

08:40 天天成长记III
（3-4）
20:00 风起霓裳
（19-20）
22:00当天真遇见爱情
（17-18）
上海卫视台

09:20 妈妈咪呀精编
12:30 正青春（22-25）
19:30 正青春（26-27）
四川卫视台

19:35 以家人之名
22:30 经典剧场
新闻综合频道

达
州
广
播
电
视
台

星期

2

2月9日
腊月廿八

中央电视台-1

09:24 跨过鸭绿江（40）
12:00 新闻30分
12:35 今日说法
13:13 最美的青春
（15-18）
20:06 觉醒年代（9、10）
中央电视台-5

22:20 2020/2021赛季
斯诺克大师赛
精选
中央电视台-6

11:06 故事片：
临时演员
22:40 译制片：
国王返乡记
中央电视台-8

12:26 最初的相遇，最
后的别离（8-11）
16:31 乡村篮球队
（1-3）
19:30 跨过鸭绿江
（16-18）
22:36 姥姥的饺子馆
（6、7）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0 假日暖洋洋
21:10 大剧抢先看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正青春
21:40 综艺精选
湖南卫视台

星期

3

2 月 10 日
腊月廿九

中央电视台-1

08:34 专题节目
12:00 新闻30分
12:35 今日说法
13:13 最美的青春
(19-22)
20:06 觉醒年代
(11、12)
中央电视台-5

15:00 2021年世界高
山滑雪锦标赛男
子超级大回转
中央电视台-6

09:37 故事片：
桌球少女
15:24 故事片：
缝纫机乐队
22:11 译制片：
正义联盟(美国)
中央电视台-8

12:26 最初的相遇，最
后的别离(12-15)
16:31 乡村篮球队(4-6)
19:30 跨过鸭绿江
(19-21)
22:36 姥姥的饺子馆
(8、9)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0 假日暖洋洋
21:20 大剧抢先看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笑赢这一年”
2021浙江卫视
喜剧春晚

湖南卫视台
08:40 天天成长记III
08:40 天天成长记III
（5-6）
（7-8）
20:00 风起霓裳
20:00 风起霓裳
（21-22）
（23-24）
22:00 当天真遇见爱情 22:00 你真的太棒了
（19-20）
（3/5）
上海卫视台

12:30 正青春（24-27）
19:30 正青春（28-29）
22:00 接招吧前辈
四川卫视台

19:35 以家人之名
22:30 经典剧场

上海卫视台

12:30 正青春（26-29）
16:00《历年东方春晚
大赏》（1）
四川卫视台

19:35 以家人之名
22:30 经典剧场

星期

4

2 月 11 日
除 夕
中央电视台-1

08:34 生活圈
12:00 新闻30分
12:35 今日说法
17:40 一年又一年
20:00 2021年春节联
欢晚会
中央电视台-5

15:00 2021年世界高
山滑雪锦标赛女
子超级大回转
中央电视台-6

11:06 故事片：
战狼（二）
17:21 故事片：
我和我的家乡
23:05 2020世界电影
回顾
中央电视台-8

12:26 最初的相遇，最
后的别离（16-19）
16:31 乡村篮球队
（7-9）
19:30 跨过鸭绿江
（22-24）
22:36 姥姥的饺子馆
（10、11）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0 假日暖洋洋
21:16 我是大医生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转央视春晚
22:00 美味夜行侠
湖南卫视台

08:40 天天成长记III
（9-10）
19:35 风起霓裳（25）
20:00 转播央视春节联
欢晚会
上海卫视台

09:45《历年东方春晚
大赏》（2-6）
17:30 纪录片：
《烟火拾味》（1）
四川卫视台

19:35 有年 有味
22:30 经典剧场

星期

5

2 月 12 日
正月初一

中央电视台-1

08:34 2021年春节联
欢晚会
12:35 今日说法
16:30 2021年春节联
欢晚会——
—语
言节目集锦
20:06 典籍里的中国
中央电视台-5

16:00 2021年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
第3轮
中央电视台-6

11:15 故事片：
流浪地球
18:14 故事片：
一点就到家
20:15 故事片：夺冠
22:46 译制片：
美女与野兽
中央电视台-8

12:26 最初的相遇，最
后的别离(20-23)
16:31 乡村篮球队
(10-12)
19:30 大剧陪您过大年
（1-5）
北京卫视台

17:24 养生堂
19:30 假日暖洋洋
21:10 大剧抢先看
浙江卫视台

08:30 白天剧场
18:00 新闻深一度
20:30 王牌对王牌
21:20 综艺
湖南卫视台

08:00 幸福路上（1-5）
19:35 文化中国 四海同春
2021全球华侨华人
春节大联欢
20:10 乘风破浪
上海卫视台

17:30 纪录片：
《烟火拾味》（2）
19:30《春满东方·2021
东方卫视春节晚会》
四川卫视台

19:35 以家人之名
22:30 经典剧场

星期

6

2 月 13 日
正月初二

中央电视台-1

12:00 新闻30分
17:45 专题节目
19:38 焦点访谈
22:00 晚间新闻
22:38 2021春节戏曲
晚会
中央电视台-5

14:32 2021年世界雪
车锦标赛男子钢
架雪车
15:25 北马四十年
中央电视台-6

11:28 故事片：夺冠
13:59 译制片：
神偷奶爸（2、3）
23:09 译制片：复仇者
联盟：无限战争

星期

日

2 月 14 日
正月初三

中央电视台-1

09:24 精选剧场
12:00 新闻30分
14:32 典籍里的中国
20:06 特约剧场：
觉醒年代（13）
中央电视台-5

18:00 体育新闻
18:30 2021年澳大利
亚网球公开赛
第4轮
中央电视台-6

11:14 故事片：
中国机长
16:05 故事片：
一点就到家
20:15 故事片：金刚川
22:28 译制片：大大哒

中央电视台-8

中央电视台-8

12:26 最初的相遇，最
后的别离（24-27）
16:31 乡村篮球队
（13-15）
19:30 跨过鸭绿江
（25-27）
22:36 姥姥的饺子馆
（12、13）

12:26 最初的相遇，最
后的别离（28-31）
16:31 乡村篮球队
（16-18）
19:30 跨过鸭绿江
（28-30）
22:36 姥姥的饺子馆
（14、15）

北京卫视台

17:24 养生堂
19:30 假日暖洋洋
20:20 大剧抢先看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正青春
20:30 我就是演员

北京卫视台

17:23 养生堂
19:30 假日暖洋洋
21:10 向前一步
浙江卫视台

12:30 白天剧场
19:30 正青春
21:20 宝藏般的乡村
湖南卫视台

湖南卫视台

08:40 梦娃（1-2）
08:30 幸福路上（6-10） 19:30 百炼成钢——
—
党史上的今天
19:35 风起霓裳（26）
22:00 风起霓裳
20:20 快乐大本营
（27-28）
上海卫视台
13:30 东方贺新春（1）
19:30 正青春（30）
20:25《追光吧！ 哥哥》
特别节目
四川卫视台

19:35 以家人之名
22:30 经典剧场

上海卫视台

17:30 纪录片：
《烟火拾味》（4）
19:30 正青春（31-32）
21:00 欢乐喜剧人6
四川卫视台

08:25 真情剧场
19:35 以家人之名

新闻综合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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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电 3 电信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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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岳父会武
术（11-14）
13:55 遍地书香
（25-27）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古村女人
（25-26）
23:25 引进节目
23:40 醉酒的烦恼

08:30 我的岳父会武术
（15-18）
13:55 遍地书香
（28-31）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精英律师（1-2）
23:25 引进节目
23:40 当理想成为现实

08:30 我的岳父会武术
（19-22）
13:55 遍地书香
（32-35）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精英律师（3-4）
23:25 引进节目
23:40 冬日恋曲
公共频道

08:30 我的岳父会武术
（23-26）
13:55 遍地书香
（36-38）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精英律师（5-6）
23:25 引进节目
23:40 克莱莎的秘密

08:30 我的岳父会武术
（27-30）
13:55 孙老倔的幸福
（1-3）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精英律师（7-8）
23:25 引进节目
23:40 佛罗伦萨的秘密

08:30 我的岳父会武术
（31-34）
13:55 孙老倔的幸福
（4-6）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精英律师（9-10）
23:25 引进节目
23:40 爱在泰国

（广电 5 电信 63）

公共频道

（广电 5 电信 63）

08:30 我的岳父会武
术（35-38）
13:55 孙老倔的幸福
（7-9）
18:00 达州全搜索
19:35 达州新闻(首播)
20:00 精英律师
（11-12）
23:25 引进节目
23:40 阿曼与蜻蜓杯

（广电 5 电信 63）

07:50 好先生（9-13）
13:10 好久不见
（15-20）
18:50 一场遇见爱情的
旅行（18-19）
20:30 高新区视点
20:50 财经联播(首播)
22:00 通川时空(首播)
23:00 反恐特战队之猎
影（7-8）

公共频道
（广电 5 电信 63）

07:50 远方的家
（23-27）
13:10 热血青春
（32-37）
18:50 一场遇见爱情
的旅行（10-11）
20:30 聚焦达川
20:50 财经联播(首播)
22:00 通川时空(首播)
23:00 少帅（47-48）
通川频道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 风云年代
（32-36）
12:25 猜拳（3-10）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山月不知心底
事（44-45）
22:35 面具（13-15）

公共频道
（广电 5 电信 63）

07:50 远方的家
（28-32）
13:10 热血青春
（38-41）
好久不见（1-2）
18:50 一场遇见爱情的
旅行（12-13）
20:30 高新区视点
20:50 财经联播(首播)
23:00 反恐特战队之猎
影（1-2）

07:50 远方的家
（33-34）
好先生（1-3）
13:10 好久不见（3-8）
18:50 一场遇见爱情的
旅行（14-15）
20:30 聚焦达川（首播）
20:50 财经联播(首播)
22:00 通川时空(首播)
23:00 反恐特战队之猎
影（3-4）

07:50 好先生（4-8）
13:10 好久不见（9-14）
18:50 一场遇见爱情的
旅行（16-17）
20:30 聚焦达川（首播）
20:50 财经联播(首播)
23:00 反恐特战队之猎
影（5-6）

（广电 4 电信 131）

通川频道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 风云年代
（37-40）岁岁年
年柿柿红（1）
12:25 猜拳（11-18）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山月不知心底事
（46-47）
22:35 面具（16-18）

（广电 4 电信 131）

通川频道

08:20 岁岁年年柿柿红
（2-6）
12:25 猜拳（19-26）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山月不知心底事
（48）我心灿烂（1）
22:35 面具（19-21）

通川频道

08:20 岁岁年年柿柿红
（7-11）
12:25 3猜拳（27-30）
陆战之王（1-4）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我心灿烂（2-3）
22:35 面具（22-24）

公共频道

通川频道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 岁岁年年柿柿红
（12-16）
12:25 陆战之王
（5-12）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我心灿烂（4-5）
22:35 面具（25-27）

公共频道
（广电 5 电信 63）

公共频道

07:50 好先生（14-18）
13:10 好久不见
（21-26）
18:50 一场遇见爱情的
旅行（20-21）
20:30 聚焦达川（首播）
20:50 财经联播(首播)
23:00 反恐特战队之猎
影（9-10）

（广电 5 电信 63）

通川频道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 岁岁年年柿柿红
（17-21）
12:25 陆战之王
（13-20）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我心灿烂（6-7）
22:35 面具（28-30）

07:50 好先生（19-23）
13:10 好久不见
（27-32）
18:50 一场遇见爱情
的旅行（22-23）
20:30 高新区视点
20:50 财经联播(首播)
23:00 反恐特战队之
猎影（11-12）
通川频道
（广电 4 电信 131）

08:20岁岁年年柿柿红
（22-26）
12:25 陆战之王
（21-28）
19:40 今日通川
20:00 通川新闻
20:20 我心灿烂（8-9）
22:35 面具（3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