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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 观赛宝典

本版所列均为法国时间，仅供参考，以实际播出为准。更多节目预告请登陆长城平台网站 www.tangmedia.fr/greatwall，点击“节目预告”

连续 17 天，26 个大项，300 个小项，302 枚金牌，总
计 300 多小时的直播时间，每天累计超过 17 小时，是上班
时间的两倍！好吧，亲爱的奥运发烧友，如果您不是超人，
我劝您看一眼我们为您精心编选的观赛宝典，保证让您这顿
奥运大餐吃得饱，吃得好。

看奥运当然要观赏顶级赛事，不过作为旅居法国的华人，

一定会对中国军团的夺金时刻牵肠挂肚，同时也关注高卢雄
鸡的赛场表现，最好这两支队伍能同场较量，这样才能让偏
心的法国电视台不错过中国队的比赛。但这次不凑巧，男女
篮中法两队都不在同一小组，只能期待他们各自小组出线后
有机会正面对抗。不过在女子 4 x 200 米自由泳接力和男子
花剑团体两个项目法中两队必有一战，到时一定不要错过。

至于场外花絮，幕后新闻，赛事集锦，一切尽在长城平台。
由于版权关系中文电视无法向海外直播比赛，自然就要花心
思在赛事周边新闻上做文章，除了凤凰卫视强势出击，开辟
《伦敦时间》外，其他各频道的新闻报道和资讯栏目也会在
第一时间传递奥运快讯，为您带来新鲜火辣的奥运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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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首金

女子 10 米气步枪
28/07 12 :00

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女
枪手易思玲领衔出战，
争夺伦敦奥运首金

男子百米飞人 05/08 22 :50       “闪电侠”博尔特再   
       次挑战人类极限

刘翔 08/08 22 :15 折戟北京后，刘翔能否在
伦敦重塑辉煌，令人期待

男网单打决赛 05/08 13 :00 草地之王费德勒能否用奥运
金牌成就金满贯

女足决赛 09/08 20 :45 男足决赛 11/08 16 :00
女排决赛 11/08 19 :30 男排决赛 12/08 14 :00
女篮决赛 11/08 22 :00 男篮决赛 12/08 16 :00

《凤凰正点播报》凤凰资讯台17:00-17:15直播

《冲动奥运》凤凰资讯台17:15-17:30直播

《锵锵五环行》凤凰卫视17:30-18:00直播，22:55-23:25重播

《体育特特区》凤凰卫视周日23:00-23:30周一10:05-10:35

《体育在线》CCTV-4周四23:00-23:45；周日11:10-11:55

《中国新闻》CCTV-4全天整点播报

《新闻联播》东方卫视13:00首播，CCTV-4 21:00重播

《东方新闻》东方卫视19:00-20:00

《南方报道》南方卫视15:20-15:43

《黄金时间》浙江国际21:00-21:20

《华人视线》湖南国际14:30-15:20

以凤凰卫视在伦敦的根基，
此届奥运可说是主场作战，当
然是重装上阵，全力出击。除
了今年 6 月一经推出即受热捧
的体育脱口秀节目《体育特特
区》继续由美女主持傅晓田和
资深体育评论员偏正中这对老
少档对国际体坛进行深度剖析，
凤凰卫视的王牌栏目《锵锵三
人行》也将移师伦敦，改名为
《锵锵五环行》每日直播，为此
凤凰卫视还火线征集“锵锵凤
女郎”，由上戏女生海欣一举夺
魁，她将搭档窦文涛和许子东，
每天为大家带来神秘文体嘉宾和
奥运热辣话题。

此外，凤凰欧洲台和凤凰资讯台的新闻节目也将踏入奥
运节奏，随时更新奥运信息，其中凤凰资讯台的《正点播报》
节目将在每天下午 17 点直播奥运新闻，接着是傅晓田和梁文
道主持的另一档奥运专题节目《冲 · 动奥运》，结束后转到凤
凰卫视欧洲台就是《锵锵五环行》神侃奥运，构成凤凰卫视
“伦敦奥运时间”。

混双决赛 03/08 14 :30 张楠 / 赵云蕾是世锦赛总决
赛两连冠

女单决赛 04/08 14 :30 王仪涵和汪鑫有望会师决赛
女双决赛 04/08 14 :30 超级丹力争卫冕

男单决赛 05/08 14 :30 于洋 / 王晓理稳居世界排名
第一

男双决赛 05/08 14 :30 蔡赟 / 傅海峰超越北京奥运

开幕式 27/07 20 : 50
闭幕式 12/08 22 : 00

完整赛事
27/07-12/08

9h-12h
12h-13h
13h-15h
15h-20h

20h-20h35
20h35-1h00   或 

25/07-11/08 足球比赛直播   和 
全程网络直播                      sport.francetv.fr

女单决赛 01/08 16 :30 丁宁与李晓霞御姐之争
男单决赛 02/08 16 :30 张继科和王皓巅峰对决

女子团体决赛 07/08 16 :30 女团卫冕应无悬念
男子团体决赛 08/08 16 :30 男团实力超群，卫冕在意料之中

男子团体决赛 30/07 17 :30 中国男团整体实力不可撼动
女子团体决赛 31/07 17 :30 中国女队保三冲一
男子吊环 06/08 15 :00 陈一冰出场，金牌几无旁落可能
男子双杠 07/08 15 :00 冯喆在男子双杠所向披靡
女子平衡木 07/08 15 :47 姚金男和眭禄是该项目双保险
男子单杠 07/08 16 :37 邹凯“极致难度”技惊四座

女子 200 米混合泳 31/07 21 :39 叶诗文 15 岁一战成名，
史上最年轻世锦赛冠军

女子 200 米蝶泳 01/08 21 :09 刘子歌和焦刘洋将续写
北京奥运辉煌

男子 1500 米自由泳 04/08 20 :36 孙杨打破尘封 10 年世界
纪录，绝对夺冠热门

女子 4 x 100 混合泳接力 04/08 21 :07 多年来保持世界前三，
具备夺金实力

女子铁饼 04/08 20 :30 2011 世锦赛冠军李艳凤争创历史

女子 51 公斤 09/08 17 :30 女子拳击首次进入奥运，世锦赛
三连冠任灿灿志在必得

男子 49 公斤 11/08 21 :30 邹市明自 2005年起统治该项目，
卫冕在望

女子双人 3 米板 29/07 16 00 何姿 / 吴敏霞组合孤独求败
男子双人 10 米台 30/07 16 :00 曹缘 / 张雁全组合实力超群
女子双人 10 米台 31/07 16 :00 陈若琳 / 汪皓组合是胜利代名词
男子双人 3 米板 01/08 16 :00 秦凯 / 罗玉通组合以稳取胜
女子单人 3 米板 05/08 20 :00 新生力量何姿傲视群芳
男子单人 3 米板 07/08 20 :00 大满贯得主何冲有望卫冕
女子单人 10 米台 09/08 20 :00 陈若琳领衔，胡亚丹冲冠
男子单人 10 米台 11/08 21 :30 邱波崛起终结中国弱项

跳水

女子 4 x 200 米自由泳接力 01/08 21 :57
中法两队均有夺冠实
力，当晚电视转播焦点

之战

女子重剑个人 30/07 20 :40
排名世界第一、第二和第八的李玉
洁、李娜和骆晓娟组成中国女剑梦
之队，但法国剑坛常青树、两届奥
运冠军 laura Flessel-Colovic 此次被
选为法国国奥队旗手，志在必得

女子重剑团体 04/08 20 :15

男子花剑团体 05/08 20 :15
2011 世锦赛，中国队险胜法国队获
得冠军，此番在伦敦必将再次上演

一场龙虎斗

女子 78 公斤以上 03/08 17 :00
力争卫冕的佟文将面临法国柔
道女王 Anne-Sophie Mondière

的强有力挑战

女子团体竞速 02/08 18 :59 自行车是法国强项，中国队此
番聘请法国教练，能否在与法
国队同场较量时实现突破？女子凯琳赛 03/08 19 :38

中国对西班牙 29/07 17 :45
连续两届止步八强，中国男篮

能否在伦敦创造历史？

中国对俄罗斯 31/07 10 :00
中国对澳大利亚 02/08 12 :15
中国对巴西 04/08 17 :45
中国对英国 06/08 17 :45

中国对捷克 28/07 10 :00
北京奥运杀进四强，中国女

篮能否再创佳绩？

中国对克罗地亚 30/07 10 :00
中国对安哥拉 01/08 12 :15
中国对土耳其 03/08 17 :45
中国对美国 05/08 17 :45

中国对塞尔维亚 28/07 12 :30

中国女排伤兵满营，低调出征
中国对土耳其 30/07 10 :30
中国对美国 01/08 21 :00
中国对巴西 03/08 10 :30
中国对韩国 05/08 12 :30

女单决赛 04/08 13 :00 中国女网四朵金花李娜、郑

洁、彭帅和张帅联袂出战女双决赛 05/08 13 :00

双人自由自选决赛 07/08 16 :00 花游双人新组合刘鸥 / 黄雪
辰破水而出，冲击奖牌集体自由自选决赛 10/08 16 :00

沙滩排球

女子沙滩排球决赛 08/08 22 :00 北京奥运铜牌中国姐妹花
薛晨 / 张希有望冲击金牌

高卢雄鸡
法国男篮小组赛

法国对美国 29/07 15 :30
法国对阿根廷 31/07 21 :00
法国对立陶宛 02/08 10 :00
法国对突尼斯 04/08 10 :00
法国对尼日利亚 06/08 15 :30

法国女篮小组赛

法国对巴西 28/07 21 :00
法国对澳大利亚 30/07 15 :30
法国对加拿大 01/08 10 :00
法国对英国 03/08 21 :00
法国对俄罗斯 05/08 10 :00

凤凰卫视重装上阵 
“锵锵凤女郎”闪亮登场

上戏女生海欣技压群
芳，当选“锵锵凤女郎”

长城平台奥运资讯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