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0日
●中央电视台—1

20:06 剧场：许你万家灯火

（31、32）

●中央电视台—4
13:11 剧场：运河边的人们

（17~21）

●中央电视台—5

14:28 2022/2023赛季斯诺克

威尔士公开赛

●中央电视台—6
10:23 故事片：鼠胆英雄

22:24 译制片：他们已不再变老

●中央电视台—7
14:36 剧场：区小队（3~5）

21:56 剧场：激情的岁月（29、30）

●中央电视台—8

16:29 剧场：我最爱的家人

（21~23）

19:30 剧场：心想事成（23、24）

●中央电视台—10
18:05 健康之路

●中央电视台—11
13:59 戏曲电影：鱼美人

17:13 剧场：雪中悍刀行（11、12）

21:07 越剧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台

●北京卫视
17:25 养生堂

●江苏卫视
12:34 非诚勿扰

●山东卫视
10:11 大医本草堂

●河南卫视
22:00 剧场:铁血独立营（12~14）

3月21日
●中央电视台—1

22:54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

●中央电视台—4
13:12 剧场：运河边的人们

（22~26）

●中央电视台—5
19:30 2022/2023赛季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第38轮（辽宁

本钢—苏州肯帝亚）

●中央电视台—6
12:45 故事片：疯狂的石头

14:42 译制片：偷心女贼

20:24 故事片：御猫传

●中央电视台—7
14:35 剧场：区小队（6~8）

21:55 剧场：激情的岁月（31、32）

●中央电视台—8
16:29 剧场：我最爱的家人

（24~26）

19:30 剧场：心想事成（25、26）

●中央电视台—10
12:00 百家讲坛

●中央电视台—11
13:38 黄梅戏：王老虎抢亲

17:13 剧场：雪中悍刀行（13、14）

19:30 锡剧电影：紫砂梦

●北京卫视
17:25 养生堂

●江苏卫视
12:34 非诚勿扰

●山东卫视
10:11 大医本草堂

●河南卫视
22:00 剧场:铁血独立营（15~17）

3月22日
●中央电视台—1

12:35 今日说法

●中央电视台—3
22:50 剧场：下一站，别离（1~3）

●中央电视台—4
13:16 剧场：运河边的人们

（27~30）

16:26 剧场：加油！妈妈（1）

●中央电视台—5
19:30 2022/2023赛季中国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第38轮

（山西汾酒股份—九台农商银行）

●中央电视台—6
16:29 故事片：李米的猜想

22:23 译制片：小飞象

●中央电视台—7

14:36 剧场：区小队（9~11）

21:55 剧场：激情的岁月（33、34）

●中央电视台—8
9:34 剧场：猎豺狼（1~3）

16:29 剧场：我最爱的家人

（27~29）

19:30 剧场：心想事成（27、28）

●中央电视台—10
18:05 健康之路

●中央电视台—11
17:13 剧场：雪中悍刀行（15、16）

19:40 京剧：金龟传奇

●北京卫视
17:25 养生堂

●山东卫视
10:15 大医本草堂

●河南卫视
22:00 剧场:铁血独立营（18~20）

3月23日
●中央电视台—1

22:37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

●中央电视台—3
22:59 剧场：下一站，别离（4~6）

●中央电视台—4
13:16 剧场：加油！妈妈（2~6）

●中央电视台—5

19:30 2023 年世界花样滑冰

锦标赛双人自由滑

●中央电视台—6
16:15 故事片：情遇曼哈顿

22:23 译制片：绝命营地

●中央电视台—7
14:36 剧场：区小队（12~14）

21:55 剧场：激情的岁月（35、36）

●中央电视台—8

7:35 剧场：猎豺狼（4~8）

16:29 剧场：我最爱的家人

（30~32）

19:30 剧场：心想事成（29、30）

●中央电视台—10
12:00 百家讲坛

●中央电视台—11
13:41 评剧：金沙江畔

17:13 剧场：雪中悍刀行（17、18）

19:30 京剧：瘦马御史

●北京卫视
17:25 养生堂

●江苏卫视
12:34 非诚勿扰

●山东卫视
10:08 大医本草堂

●河南卫视
22:00 剧场:铁血独立营（21~23）

3月25日
●中央电视台—1

22:37 开讲啦

●中央电视台—3
22:50 剧场：下一站，别离（10~12）

●中央电视台—4

13:58 剧场：加油！妈妈（12~16）

●中央电视台—5
13:28 2023年世乒联大满贯赛

新加坡站

●中央电视台—6
15:33 故事片：囧妈

20:13 故事片：催眠·裁决

●中央电视台—7
14:21 剧场：区小队（18~20）

21:53 剧场：香山叶正红（3、4）

●中央电视台—8
7:35 剧场：猎豺狼（14~18）

16:29 剧场：我最爱的家人

（36~38）

19:30 剧场：心想事成（33、34）

●中央电视台—10
18:05 健康之路

●中央电视台—11
9:37 豫剧：朝阳沟

12:18 剧场：娘亲舅大（3、4）

17:13 剧场：雪中悍刀行（21、22）

3月24日
●中央电视台—1

19:38 焦点访谈

●中央电视台—3
23:01 剧场：下一站，别离（7~9）

●中央电视台—4
13:16 剧场：加油！妈妈（7~11）

●中央电视台—5
16:31 2023年男篮世界杯预选

赛亚洲区（中国队—伊朗队）

●中央电视台—6
17:39 故事片：倚天屠龙记

之九阳神功

20:01 故事片：倚天屠龙记

之圣火雄风

22:23 译制片：雷霆沙赞

●中央电视台—7
14:36 剧场：区小队（15~17）

22:15 剧场：香山叶正红（1、2）

●中央电视台—8
7:35 剧场：猎豺狼（9~13）

16:29 剧场：我最爱的家人

（33~35）

19:30 剧场：心想事成（31、32）

●中央电视台—10
18:05 健康之路

●中央电视台—11
9:30 豫剧电影：花木兰

11:31 剧场：娘亲舅大（1、2）

13:12 京剧：谢瑶环

17:13 剧场：雪中悍刀行（19、20）

3月26日
●中央电视台—1

20:06 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

●中央电视台—3
23:00 剧场：下一站，别离（13~15）

●中央电视台—4
13:58 剧场：加油！妈妈（17~21）

●中央电视台—5
19:00 直播：2023年CBA全明

星周末全明星赛

22:00 直播：2023年世界女子

冰壶锦标赛金牌赛

●中央电视台—6
16:18 故事片：狼兵吼

20:13 故事片：反贪风暴（四）

22:23 译制片：速度与激情（五）

●中央电视台—7
14:22 剧场：区小队（21~23）

21:54 剧场：香山叶正红（5、6）

●中央电视台—8
7:35 剧场：猎豺狼（19~23）

16:29 剧场：我最爱的家人（39）

19:30 剧场：心想事成（35、36）

●中央电视台—10
12:00 百家讲坛

●中央电视台—11
9:41 京剧：杨门女将

12:26 剧场：娘亲舅大（5、6）

17:13 剧场：雪中悍刀行（23、24）

（据《中国电视报》、电视猫网，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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