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标题 出版处 出版时间

郭炸炸 永生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

林戈声 十方界：幽灵觉醒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年4月

昱天虹 月球上的炊烟 九州出版社 2018年4月

七堇年 无梦之境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李伍薰（台） 海穹英雌传-怒海争霸 希望出版社 2018年4月

李伍薰（台） 海穹英雌传-碧刃三叉戟 希望出版社 2018年4月

梁柯 游荡者：悬命时刻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

赵垒 傀儡城之荆轲刺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银河行星 宇宙钟摆(2)-量子幽灵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FOXFOXBEE 没有名字的人.七路迷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5月

晓航 游戏是不能忘记的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杭松 魂国志(天机之谜)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桐华 散落星河的记忆4：璀璨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非天夜翔 星河彼岸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何志峰 蔡小米的星际历险记 九州出版社 2018年5月

莲洛 逆转未来 青岛出版社 2018年5月

韩松 亡灵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苏湲 太阳部落两万年 作家出版社 2018年5月

董啟章（港） 愛妻  聯經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王茁源 重返黎明2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8年6月

风浅 亿万年星光2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

钟云 灵海(II)-异类入侵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

李世尧 奥格计划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造梦师 星际探险：地火星球狩猎场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长篇小说提名公示



黄海（台） 歌丽美雅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6月

歐子爭（港） 失序世界 天行者出版 2018年6月

龙智慧 后土记 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阳龙 时间裂缝 新世界出版社 2018年6月

唐源儿、疏影 我的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邱挺峰（台） 擴散：失控的DNA 日日學文化 2018年7月

E伯爵 异乡人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7月

詹朝军 机心@AI 四川天地出版社 2018年7月

天航（港） 曼德拉超時空實驗 天航出版社 2018年7月

白伯欢 战略级天使 新星出版社 2018年7月

何涛 人机战争(第3季)-绝地反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

FOXFOXBEE 没有名字的人2.迷失之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邢立达 御龙记:史前闯入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王十月 如果末日无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张前 霍金归来（上下）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王茁源 重返黎明3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8年9月

邪灵一把刀 绝处逢生：异能者觉醒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冷胭 全宇宙你最可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

阿巳 颠倒巷之全民女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肖遥 AI迷航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

三島悠亞（港） 渠頭者聯盟I：DSE創世紀 真源出版社 2018年9月

鲜橙 未来.因你而在(上)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8年10月

贾煜 时空迷阵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凛 你是你的神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天降龙虾 生命进阶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虚空 智能电磁波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灰狐 固体海洋 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10月

阿元 太空无人生还 新星出版社 2018年10月

三島悠亞（港） 渠頭者聯盟II：決戰外星人朗拿度 真源出版社 2018年10月

叶子青 平行宇宙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黄金明 地下人 广东花城出版社 2018年11月

肖遥 AI迷航2：复活爱因斯坦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苏苏 地狱的星辰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云际 月球之谜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年12月

Priest 残次品(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满地梨花雪 第九调查局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公惟韬 中间地带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年12月

刘洋 火星孤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柯梦兰 双宇宙的阴谋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12月



作者 标题 发表处 发表时间

王元 天有眼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24日 2018年4月

孙望路 地震云 《不存在日报》2018年5月12日 2018年5月

虞鹿阳 高碑·默剧 《科幻立方》2018年2-3期连载 2018年5月

郭治学 地球的最后诗篇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李宏伟 《现实顾问》 《十月》2018年3期 2018年5月

吴丹辉 下一站：幽灵赛道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夹缝貉 追尾狗 《未来按钮APP_》2018年6月16日 2018年6月

王秀梅 咖啡师 《作品》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阿缺 彼岸花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28日 2018年6月

刘天一 废海之息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21日 2018年7月

Hokie 鲸落 《超好看故事APP》2018年7月4日 2018年7月

金霖辉 方格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王元 李白之死 《超好看故事APP》2018年8月29日 2018年8月

念语 幽灵之舞 《莉莉安无处不在》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张远光 深空结界 《超好看故事APP》2018年9月28日 2018年9月

顾适 赌脑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2018年9月

江波 地球的翅膀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2018年9月

索何夫 桃花源记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2018年9月

邓思渊 一次别离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2018年9月

张惜辰 孤独的酒鬼们 《超好看故事APP》2018年10月2日 2018年10月

天降龙虾 天国之路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0月11日 2018年10月

藏锋 硅墟·云我 《超好看故事APP》2018年11月11日 2018年11月

宝树 冷湖，我们未了的约会
《银河边缘002：冰冻未来》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8.11
2018年11月

李立军 卖壳
第四届晨星科幻原创文学大赛最佳中篇科

幻小说奖
2018年11月

中篇小说提名公示



魏宁 贼！警察！ 2018年度第三届水滴奖中长篇小说奖二等奖 2018年11月

阿缺 冷湖旧梦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灰狐 如果鸟语花香 《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2018.12 2018年12月

罗隆翔 记忆之沙 《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2018.12 2018年12月

石黑曜 仿生屋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二等奖 2018年12月

黎木 生之所向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2018年12月

曾繁裕（香港）後人類時代的它們 香港水煮魚文化製作 2018年12月

鹿溪 追光者：我是女武神 咪咕阅读 2018年12月



作者 标题 发表处 发表时间

超侠 脸雕·虫·归遇 《湖南文学》2018年第4期 2018年4月

安潇和 逆行者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查杉 信封计划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金霖辉 最后一课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凉言 陪伴者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罗隆翔 喧嚣的空城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石潮上 觉醒者游戏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无奖 新生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霜月红枫 梦境直播 《延河》 2018年4月

张冉 回家 《炸弹女孩》作家出版社 2018年4月

张冉 早上好 《炸弹女孩》作家出版社 2018年4月

林潇 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作品》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跨客 混合现实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04日 2018年4月

李健 时间之戕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04日 2018年4月

睿雨 肉食世界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09日 2018年4月

简妮 阿尔吉侬的启示录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13日 2018年4月

吕默默 不存在的世界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20日 2018年4月

杨远哲 寻亲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20日 2018年4月

海漄 觉醒的拳王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24日 2018年4月

海獭 孤独的星球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4月26日 2018年4月

Wiz 嗨，兰迪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5日 2018年4月

朱峰 噬魂者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7日 2018年4月

回形针 连环套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11日 2018年4月

冰蓝飞狐 高楼，空屋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14日 2018年4月

短篇小说提名公示



水巢 如封似闭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

沙陀王 野蜂飞舞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18日 2018年4月

程鹏 记忆手术 《不存在日报》2018年4月25日 2018年4月

陈崇正 虚度  《江南》2018年第3期 2018年5月

王腾 夏日往事 《不存在日报》2018年5月6日 2018年5月

宝树 妞妞 《花城》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冯志刚 灵魂哲学研究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韩松 游泳池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柒武 在影院里发生的，就让它留在影院里《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阿缺 宋秀云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查杉 地下室富翁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索何夫 寄生末夜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修新羽 毛茸茸的群星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钟推移 文明故事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邹佶林 蓝色夕阳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阿三之 摇曳的大波斯菊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02日 2018年5月

美菲斯特 冰河期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03日 2018年5月

简妮 你无法抵达的星球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08日 2018年5月

李健 拍卖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09日 2018年5月

肥狐狸 遗愿清单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18日 2018年5月

李霜氤 人类定制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18日 2018年5月

阿西博士 复制人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24日 2018年5月

浮动 荒芜之地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24日 2018年5月

王宗穆 哥德尔的命题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5月24日 2018年5月

欧阳乾 盖亚 《AI觉醒》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

欧阳乾 巨人算法 《AI觉醒》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



糖匪 无定西行记 《花城》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刘时予 雨夜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柒武 返家长路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相非相 自动驾驶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杨晚晴 麦浪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noc J3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Tossot 秀色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陈或知 当当的梦想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赤膊书生 成都是地上一座城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赤膊书生 恒日囚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赤膊书生 凛冬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赤膊书生 冥王星密室杀人事件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赤膊书生 我请求成为天空的孩子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赤膊书生 心月狐事件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赤膊书生 须弥山上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赤膊书生 寻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赤膊书生 引力鱼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光艇 一步登天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海客 当雪花落下的时候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焦策 流浪星球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焦策 冰冷的救赎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焦策 三千河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李维北 我的室友徐志摩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李维北 无所不知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李兴春 俄罗斯方块和前门鲁班石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李兴春 两个人的奥林匹克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林檎 伊苏欧曼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刘洋 长城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刘洋 雨神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流沙 百年一梦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流沙 麦田画师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流沙 庞贝之殇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流沙 收藏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流沙 信使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流沙 这个李白不太冷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美菲斯特 Q城霾事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美菲斯特 楼兰往事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渺渺 过冷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天降龙虾 百口莫辩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无奖 潜伏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武夫刚 外星遗迹上的三叶虫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心宿二 晋阳秋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心宿二 七绝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尤曼斯 地球故事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于博 霾海孤云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于博 群星之宴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张潇 玛佐和她的鱼 《流浪星球》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孙望路 老师 《未来按钮APP》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

杨远哲 摇篮文明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01日 2018年6月

灰狐 墨攻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08日 2018年6月

跨客 克隆人Rock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08日 2018年6月

代言 寻星记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14日 2018年6月



英神操 城市异能系列：毒液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14日 2018年6月

鸸鹋 沼地救援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22日 2018年6月

简妮 逃离禁闭岛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22日 2018年6月

何涛 调查报告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29日 2018年6月

李维北 小人国见闻录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6月29日 2018年6月

靓灵 落言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11日 2018年7月

苏莞雯 奔跑的红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14日 2018年7月

赵雪菲 像正常人那样活着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18日 2018年7月

苏民 绿星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25日 2018年7月

吴将就 黑瓶 《不存在日报》2018年7月4日 2018年7月

王元 混沌玫瑰 《超好看故事APP》2018年7月3日 2018年7月

汪彦中 二次遗书 《二次遗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汪彦中 失控的动物园 《二次遗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汪彦中 寻找希尔 《二次遗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二湘 一条名叫朗朗的狗 《解放军文艺》2018年第7期 2018年7月

白贲 山水囚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李兴春 山幽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霜月红枫 帽子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张静 芳名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顾馨媛 献给智人的花束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2018年7月

彭超 青海湖爱情故事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2018年7月

柒武 不灭之火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2018年7月

钱武天 米虫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2018年7月

赵海虹 梦湖梦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2018年7月

提沙 向上！向上！ 《未来按钮APP》2018年7月28日 2018年7月

陈楸帆 出神状态 《小说界》2018年第4期 2018年7月



文珍 随意门，树屋与飞行器 《小说界》2018年第4期 2018年7月

程皎旸 镜面骑士 《作品》2018年07期 2018年7月

阿西博士 海洋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7月08日 2018年7月

归芜 涂鸦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7月10日 2018年7月

英神操 遗迹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7月27日 2018年7月

昼温 百屈千折 《不存在日报》2018年8月30日 2018年8月

孙望路 解冻 《不存在日报》2018年8月8日 2018年8月

苏伐 回不去的世界 《超好看故事APP》2018年8月9日 2018年8月

[加]孔欣伟 大地的年轮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2018年8月

彭思萌 缓缓失色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2018年8月

索何夫 人之子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2018年8月

汤思一 鹊桥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2018年8月

钟推移 撤离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2018年8月

念语 新生之门 《莉莉安无处不在》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念语 九死一生 《莉莉安无处不在》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念语 衡平公式 《莉莉安无处不在》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念语 新星纪事 《莉莉安无处不在》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念语 鲸落 《莉莉安无处不在》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念语 莉莉安无处不在 《莉莉安无处不在》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念语 女神的微笑 《莉莉安无处不在》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念语 神语 源起三江 《莉莉安无处不在》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刘慈欣 黄金原野 《十二个明天》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慕明 时间之心 《时间不存在》作家出版社2018.08 2018年8月

双翅目 智慧之柱 《时间不存在》作家出版社2018.08 2018年8月

滕野 时间之梯 《时间不存在》作家出版社2018.08 2018年8月

万象峰年 点亮时间的人 《时间不存在》作家出版社2018.08 2018年8月



二湘 AI时代的爱情 《湘江文艺》2018年第1期 2018年8月

付强 暗夜亡灵
《银河边缘001：奇境》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08
2018年8月

李盆 零故事
《银河边缘001：奇境》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08
2018年8月

梁清散 济南的风筝
《银河边缘001：奇境》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08
2018年8月

李春辉 众妙之门 《作品》2018年08期 2018年8月

有人 亲人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8月03日 2018年8月

李维北 离婚日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8月08日 2018年8月

美菲斯特 马钧的烦恼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8月15日 2018年8月

浮动 莫名失踪案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8月23日 2018年8月

王元 寻找超链接 《超好看故事APP》2018年9月3日 2018年9月

何涛 七夜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胡功博 回家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墨熊 海葬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沈屠苏 梦棺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王帝乔 图灵时代的爱情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2018年9月

王真桢 排雷者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2018年9月

椰子酱 谜恋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2018年9月

云芎 生存逻辑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2018年9月

钟推移 巨像与微尘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2018年9月

阿西博士 共享机体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2018年9月

魏雅华 别跟机器人谈恋爱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2018年9月

修新羽 沉沦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2018年9月

杨贵福 湍流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2018年9月

杨晚晴 折纸 《科幻世界》2018年增刊 2018年9月

杨映川 取经 《作品》2018年09期 2018年9月

肥狐狸 火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9月04日 2018年9月



肥狐狸 极速风华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9月20日 2018年9月

英神操 城市异能系列：速手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09月28日 2018年9月

靓灵 子弹 《不存在日报》2018年9月5日 2018年9月

沙陀王 下山 《不存在日报》2018年9月13日 2018年9月

滕野 风中之岛 《不存在日报》2018年9月17日 2018年9月

木卫 寒武纪的噪音 《不存在日报》2018年10月10日 2018年10月

夹缝貉 着魔 《不存在日报》2018年10月17日 2018年10月

昼温 眼动疑 《不存在日报》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10月

日晶 神之死 《不存在日报》2018年10月31日 2018年10月

云梓君 昨日、今日和明日的旅途 《不存在日报》2018年10月3日 2018年10月

查杉 这里是火星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陈震寰 群山的回响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江波 绝对诊断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刘洋 对流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索何夫 直至沧海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云芎 嗡嗡，嗡嗡叫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单桐兴 时间之神 《作品》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杨晚晴 墓志铭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一等奖 2018年10月

大梦初觉 打码之国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0月12日 2018年10月

美菲斯特 赫克托耳的进化之境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0月15日 2018年10月

阿西博士 共享机体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10月

王元 上帝之手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二等奖 2018年10月

亦落芩 我们无法恋爱的理由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二等奖 2018年10月

修新羽 审判者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2018年10月

修新羽 特洛伊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2018年10月

睿雨 怪兽之母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2018年10月



王宗穆 星团放逐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2018年10月

铁与锈 分手信 第七届光年奖短篇三等奖 2018年10月

房子 向前看 《不存在日报》2018年11月10日 2018年11月

泥巴柴柴 包裹 《不存在日报》2018年11月17日 2018年11月

王真祯 共享“单”车 《不存在日报》2018年11月3日 2018年11月

柠檬黄 雪中的火种 《不存在日报》2018年11月7日 2018年11月

崔书馨 脑际穿越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浮动 跨过那扇门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顾备 现场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左左薇拉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陈楸帆 恐惧机器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蒋成之 扬州环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彭思萌 树之心III——影子分身术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万弛 空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张潇 天龙两生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段子期 灵魂游舞者
《银河边缘002：冰冻未来》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8.11
2018年11月

王诺诺 冷湖之夜
《银河边缘002：冰冻未来》人民文学出版

社2018.11
2018年11月

拳王的故事 回光 《作品》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吴智睿 发条城
第四届晨星科幻原创文学大赛最佳短篇科幻

小说奖
2018年11月

灰狐 XY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1月13日 2018年11月

刘啸 多米诺患者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1月23日 2018年11月

灰狐 退相干 蝌蚪五线谱科幻频道2018年12月07日 2018年11月

安潇和 西装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海杰 保护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贾郅淳 塔尖墓语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刘红 月亮假日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钟推移 不合时宜的本能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顾适 搬家 《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2018.12 2018年12月

焦策 远去的星光 《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2018.12 2018年12月

吴霜 龙骨星船 《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2018.12 2018年12月

杨晚晴 来自火星的孩子 《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2018.12 2018年12月

袁振民 冷湖火星小镇的消失与复活《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2018.12 2018年12月

赵海虹 央金 《十二个冷湖》四川科技出版社2018.12 2018年12月

靓灵 黎明之前 《未来按钮APP》2018年12月8日 2018年12月

王平 九维空间来客 《作品》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刘啸 桥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一等奖 2018年12月

杨晚晴 罪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二等奖 2018年12月

杨晚晴 天上的风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2018年12月

张潇 万灵酒吧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2018年12月

慕明 假手于人 第七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一等奖 2018年12月

修新羽 蛰伏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二等奖 2018年12月

钟推移 疯狂、苦味与蜜糖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二等奖 2018年12月

海獭 传送机事故报告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2018年12月

杨远哲 看奶奶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2018年12月

李霜氤 退子神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2018年12月

krall 格里的生意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2018年12月

张芋 明暗之间 第七届光年奖微小说三等奖 2018年12月

星轨乙 旋律中的记忆 《临界点3》重庆出版社 2018年12月



作者 标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雷欧幻像 不可思议事件簿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4月

赵华 巧克力一号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8年4月

丁达儿•于 溪行天晓 《天天爱科学》 2018年5月

小高鬼 笨笨的外星人 《小学生拼音报》 2018年5月

黄文军 异星笔记 花城出版社 2018年7月

彭绪洛 宇宙冒险王10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7月

紫龙晴川 校园网侠·神秘WiFi 希望出版社 2018年7月

紫龙晴川 校园网侠·致命病毒 希望出版社 2018年7月

左炜 学科大爆炸3•生化风暴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7月

丙等星
神空驱动系列1-3（钢铁的巨神、爱

因斯坦-罗森桥、阿喀琉斯之踵）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8月

郝天晓 恐龙学院①我要吃掉你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8年8月

赵长发 寻找失落的海洋系列 黑龙江少儿出版社 2018年8月

江良骏 鱼缸世界 金城出版社 2018年9月

陆杨 变形奇遇记 大连出版社 2018年9月

郝天晓 恐龙学院②小偷哪里跑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8年10月

陆杨 决战虫人2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8年10月

盛飞鹤 原谅我只是智能机器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超侠 奇奇怪历史大冒险之夏商周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11月

亦落芩 明日旅行者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8年11月

赵华 长城砖（疯狂外星人系列2）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赵华 北极通缉令（疯狂外星人系列3）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赵华 小猪的宠物（疯狂外星人系列4）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郑重 大海啸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11月

王天宁 直到宇宙尽头
《童话王国·文学大师班》2018

年3-12期连载
2018年12月

少儿中长篇小说提名公示



霞子 我想住进一粒尘埃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12月

徐彦利 心灵探测师
《少年发明与创造》2018年7-12

月连载
2018年12月



作者 标题 发表处 出版日期

高鹤 超能β不超能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4期 2018年4月

刘芳芳 爱的机密 《少年文艺》2018年第4期 2018年4月

沈晨 过门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4期 2018年4月

霜月红枫 宇宙马戏团 《科学画报·校园版》 2018年4月

张笑辰 救救孩子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4期 2018年4月

郝天晓 帝王 《读友》2018年5期 2018年5月

陆杨 “夸父”追日 《童话王国》 2018年5月

若之金波 月球之旅 《山海经·少年版》 2018年5月

小高鬼 笨笨的外星人 《小学生拼音报》 2018年5月

小高鬼 扁担长·板凳宽 《东方少年》 2018年5月

赵龙军 历险绒毛星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第5期 2018年5月

小高鬼 小小的书包 《延河》2018年第6期 2018年6月

亦落岑 不一样的竞速者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第6期 2018年6月

赵华 雏菊 《读友》2018年6期 2018年6月

冯佳慧 盛世长安导师计划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7期 2018年7月

冷山 云之上的巨人 《童话世界故事BOX》 2018年7月

娄嘉 信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7期 2018年7月

小高鬼 甜甜的糖果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第7期 2018年7月

赵华 鎏金瑞兽钟 《知心姐姐-超级大脑》2018年7期 2018年7月

周天行 人类往事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7期 2018年7月

超侠 爸爸去哪儿了 《少年文艺》2018年8月刊 2018年8月

秦萤亮 百万个明天 《儿童文学·经典》2018年7-8月刊连载 2018年8月

霜月红枫 母爱 《科学画报·校园版》 2018年8月

孙英涵 火星探秘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8期 2018年8月

少儿短篇小说提名公示



王鹏 骇客鼠 《童话世界故事BOX》 2018年8月

长巷 逐日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第8期 2018年8月

崔姝琦 后悔两遍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9期 2018年9月

关小敏 妈姆 《童话世界故事BOX》 2018年9月

金晗 端脑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9期 2018年9月

张潇月 吾师霍金187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9期 2018年9月

何涛 移民九号星 《科幻画报》2018年8-10期连载 2018年10月

毛思扬 华夏森林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霜月红枫 斯坦达拉星奇遇记 《读友》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翌平 心灵流量 《心灵流量》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年10月

赵华 阿洛伊斯实验 《读友》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赵华 月尘 《知心姐姐-超级大脑》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赵长发 闯入泥盆纪 《第二课堂》 2018年10月

陈茜 归家之途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第11期 2018年11月

郭亦洁 归来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曹政 火种 《知识就是力量》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茶橙 海宙王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8年第12期 2018年12月

陆杨 康纳的噩梦 《童话王国》 2018年12月

小高鬼 萌萌的脸蛋 《读友》 2018年12月

赵长发 闯入泥盆纪 《第二课堂(初中版)》2018年11-12期连载 2018年12月



作者 标题 发表处 发表时间

张雨晨 薪火相传——人造人的梦幻与现实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汤志诚 曾经如此天真过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任辉
当数学成为演化武器——周期蝉的奇妙故

事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大狗熊
《玩家1号》：一部宅男版的“达芬奇密

码”
《科幻世界》2018年04期 2018年4月

夏桑 《天意》解读 得到App 2018年4月

吕默默
不讨好观众，但观众会陷入其中——《湮

灭》
蝌蚪五线谱 2018-04-13 2018年4月

张雨晨 果壳中的宇宙之王——纪念霍金先生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王新禧 作为科幻作家的霍金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任辉
陆龟漂流记——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神秘

来客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慕明 作为符号物种的我们 《科幻世界》2018年05期 2018年5月

苗若玖 守望者·摆渡人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王麟 冲破时空的三重枷锁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刘晓龙 飞越星海的翅膀：可变战斗机VF 纵览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老黑
星际登陆战，知己知彼知载具：游戏指挥

官实用干货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董仁威 奇人和他的奇书：漫谈韩松的科幻创作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吕哲 当战争席卷童真：《安德的游戏》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超侠 忆黄易：天地玄幻，异侠之王 《科幻立方》2018年3期 2018年5月

三丰、船长 同一本《三体》，画风为啥差得那么大？ 不存在日报公号 2018年5月

田兴海 《基里尼亚加》解读 得到App 2018年5月

尹传红 致敬科幻经典
《科普时报》2018年5月11

日第3版
2018年5月

叶李华（台） 中文科幻祖师爷
《科普时报》2018年5月4

日第3版
2018年5月

刘啸 面对未知该如何出牌？——评《湮灭》 蝌蚪五线谱 2018-05-08 2018年5月

张雨晨 绝密飞行——51区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陈智轩
目标，UFO！——美军战斗机与不明飞行

物的另类对决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非虚构作品提名公示



罗晓汀
这个老小孩的《头号玩家》，为何如此动

人？
《科幻世界》2018年06期 2018年6月

张懿红 刘兴诗创作历程及其科技观的嬗变 《科普创作》2018年2期 2018年6月

刘兴诗 创作忏悔录 《科普创作》2018年2期 2018年6月

刘健 哥斯拉电影：怪兽的“科学化”之路 《科普创作》2018年2期 2018年6月

萧星寒 镜子中的我们 《科普创作》2018年2期 2018年6月

刘东兴 谈谈电影《湮灭》中的杀人异兽 《科普创作》2018年2期 2018年6月

汪诘 人类是否应该主动呼叫外星文明 《科普创作》2018年2期 2018年6月

范轶伦 《永恒的终结》解读 得到App 2018年6月

李霜氤
奇幻与爱情之外，被放逐的悲凉——评《

水形物语》
蝌蚪五线谱 2018-06-15 2018年6月

王元
没有永恒的王朝——评《蒲公英王朝：七

王之战》
蝌蚪五线谱  2018-06-08 2018年6月

张雨晨 潜龙出世——传说怪兽的现实倒影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2018年7月

索何夫 弄一口喝的有多难——极端环境用水须知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2018年7月

石晓贰 《量子魔法师》，未来宇宙中的灰色童话 《科幻世界》2018年07期 2018年7月

陈楸帆 赛伯朋克：连接虚构世界与科技浪潮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马之恒 蒸汽朋克：“现代化”的其他可能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马之恒 生化朋克：重塑，抑或扭曲生命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夜语
像素年代的封绘之爱：《魂斗罗》与罗伯

特·瓦克林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老黑
“超人主义”：覆灭与代价——生化朋克

警世之作《杀出重围》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叶永烈
一衣带水，同气相求：两位日本人和他们

的中国科幻研究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吕哲 预言与阴谋：《少数派报告》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王麟 赛伯之芯：连接幻想与现实 《科幻立方》2018年4期 2018年7月

徐彦利 中国科幻史话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7月

张雨晨 烈火与利剑——探秘金属材料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2018年8月

电子骑士
为什么后世无法拍出《2001：漫游太空》

这样的作品了？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2018年8月

索何夫 我们，幸存者 《科幻世界》2018年08期 2018年8月

船长
孩子，wifi是一种叫做路由器的神器发射

出来的
不存在日报公号 2018年8月



姜未禾 《火星编年史》解读 得到App 2018年8月

张雨晨 谁才是“药神”？——真实的药物研发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2018年9月

罗晓汀
7.5亿投资的《阿修罗》和等不到的“中

国科幻电影元年”
《科幻世界》2018年09期 2018年9月

哈立德
毁灭，还是存在：汤姆· 克兰西和他的

军事寓言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邓涛
从无人机到机器狗：汤姆· 克兰西的“

入魂之作”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半神巫妖
从战场之狼到游戏之王：育碧与克兰西系

列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我叫子龙

HummerBilly
赛伯坦的Top Gun ：游击点将录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张颐武 从非主流到主流：科幻的中国命运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吕哲 潜行出击：《海底两万里》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萧星寒 职业狂想曲：谋生手段的衍生与消亡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江波 时间的矛与盾：宇宙、生命漫谈 《科幻立方》2018年5期 2018年9月

彭思萌 酷女孩的新问题——赛博格与女性主义
《光明日报》 2018年09月

26日
2018年9月

付昌义 科幻作品中怪物的起源和分类 《科普创作》2018年3期 2018年9月

平宗奇 行尸走肉的过去与未来 《科普创作》2018年3期 2018年9月

朱丹 爱迪生版《弗兰肯斯坦》电影述评 《科普创作》2018年3期 2018年9月

马传思 想象力与世界观 《科普创作》2018年3期 2018年9月

丁卓 历史科幻小说《古蜀》的审美特质 《科普创作》2018年3期 2018年9月

吴岩 回忆科学文艺委员会的几位主任委员 《科普创作》2018年3期 2018年9月

西夏 《神经漫游者》解读 得到App 2018年9月

刘啸 《泰坦》背后的人体改造之殇 蝌蚪五线谱 2018-09-04 2018年9月

任辉
希望在卤水中生长——火星地下液态湖与

地外生命的展望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姚海军 科幻之都申幻记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立心 《时间之门》究竟在讲什么 《科幻世界》2018年10期 2018年10月

夏桑 《索拉里斯星》解读 得到App 2018年10月

张雨晨
多行夜路终遇难——科学史上的“翻车事

故”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汤志诚 机械生物进化史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任辉
17世纪的那些诡异夏天——一座火山是怎

么撩动整个星球脉搏的
《科幻世界》2018年11期 2018年11月

郑军 里世界·桃花源：SF 的地理发现之旅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Multivac THE WORLD is NOT ENOUGH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缄默 群星，我的故乡：来自星际的超级英雄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老黑
生命不能承受之繁华：《生化危机》与浣

熊市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超侠 避世冒险：《玩家1号》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刘慈欣 被忽视的一维：“闭门修炼”的中国科幻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陈楸帆 从重生到永生：后人类、塞伯格与区块链 《科幻立方》2018年6期 2018年11月

蒙脱石散 在中国，有一种红色魔幻叫韩松 不存在日报公号 2018年11月

未来事务管理局
刘慈欣获克拉克奖，这个奖可能⽐任何奖

都重得多
不存在日报公号 2018年11月

老沙 科幻电影是科幻+还是+科幻
《科普时报》2018年11月2

日第5版
2018年11月

吕默默 未来之变：聊聊科技圈里的人造物 蝌蚪五线谱 2018-11-09 2018年11月

吕默默 太空竞赛：那些即将被探索的星球 蝌蚪五线谱 2018-11-15 2018年11月

张雨晨 迎战不死之敌——癌症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索何夫 长夜之光——后毁灭时代用电指南 《科幻世界》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孟庆枢 逐梦的中国科幻
《中国政协报》2018-12-

17
2018年12月

马川思 少儿科幻是成人科幻的低配版吗？ 《深圳商报》2018-12-05 2018年12月

宋明炜
《三体》之后，从科幻到文学——对当前

科幻小说的一点反思
《文汇报》2018-12-01 2018年12月

张朕
从“人兽之辨”到“人机之辨”——谈阿

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小说
《科普创作》2018年4期 2018年12月

宁铁民 人工智能，人类的敌人还是朋友 《科普创作》2018年4期 2018年12月

阿尔戈斯 新弗兰肯斯坦启示录 《科普创作》2018年4期 2018年12月

刘银 借由瓦力，我们说出心中的几多期许 《科普创作》2018年4期 2018年12月

孟庆枢 管窥“互联网+”时代的日本科幻 《科普创作》2018年4期 2018年12月

石娟
道德之何为，文明之何往——刘慈欣《山

》赏析
《科普创作》2018年4期 2018年12月

吴岩
难忘哈尔滨之夏——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科学文艺暨少儿科普研究年会
《科普创作》2018年4期 2018年12月

田兴海 《神们自己》解读 得到App 2018年12月



暗号 朋友，你听过SCP基金会吗？ 《科学FANS》2018年12期 2018年12月

船长 没有勇气的人，不敢读韩松 不存在日报公号 2018年12月



标题 作者 译者 发表处/出版 发表时间

无人幸免 奥马尔·阿卡德 齐彦婧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4月

环太平洋前传 格里格·凯斯 陈拔萃/洪丹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4月

黑色春天 山田宗树 李盈春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年4月

血囚房 詹姆斯·戈斯 萧傲然 新星出版社 2018年4月

刺客信条：诸神的命运 马修·柯比 徐宇/小圆圆 接力出版社 2018年5月

量子魔术师 德里克·昆什肯 严伟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5月

星球大战：索龙三部曲Ⅰ

帝国传承
蒂莫西·扎恩 朱学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星球大战：索龙三部曲Ⅱ

黑潮汹涌
蒂莫西·扎恩 朱学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星球大战：索龙三部曲Ⅲ

最终指令
蒂莫西·扎恩 朱学恒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星球大战：盗贼荣耀 詹姆斯·S.A.科里 王小亮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蒲公英醇夏 雷·布拉德伯里 邹笃双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人类之子 P·D·詹姆斯 于素芳 文汇出版社 2018年5月

永夜漂流
莉莉·布鲁克斯-道

尔顿
袤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迦梨之歌 丹·西蒙斯 阳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

这个男人四十三岁 肯恩·格林伍德 李娟 南海出版公司 2018年6月

莫失莫忘 石黑一雄 张坤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6月

翻译小说提名公示



追日 伊恩·麦克尤恩 黄昱宁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6月

水晶沉默 藤崎慎吾 王昱星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6月

时砂之王 小川一水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6/1

超能第七感·迷雾 金伯利·麦克雷特 赵晖 天地出版社 2018年6月

刺客信条：沙漠誓言 奥利弗·波登 夏青 / 黄培原 新星出版社 2018年6月

质量效应：仙女座
加森·M.霍夫/K.C.

亚历山大
冯蔚骁 新星出版社 2018年6月

零号黑客 查克·温迪格 张子漠 长江出版社 2018年6月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

士
迪士尼 赵璞玉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美铁之战·第一家族 帕特里克·蒂利 黑曜/超侠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偷记忆的男孩 布莱斯·摩尔 潘艳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走错未来的人 埃朗·马斯塔伊 孙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7月

岛 阿道司·赫胥黎 鄢佳 天地出版社 2018年7月

黑暗帝国 GuyHaley 韩之昱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7月

万兽之地
詹姆斯·帕特森/迈

克尔·莱德威奇
杨贤达 作家出版社 2018年7月

薛定谔的猫窝 凯济·约翰逊 华龙

《银河边缘·奇境》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08

2018年8月

时光边缘的男人 马特·海格 侯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沙丘5：沙丘异端 弗兰克·赫伯特 魏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



机器人诺比系列
珍妮特·阿西莫夫/

艾萨克·阿西莫夫
丁丁虫 接力出版社 2018年8月

因果天使 哈努·拉贾涅米 孙加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8月

月球黑洞 杰玛·福勒 吴奕俊/黄一平 天地出版社 2018年8月

安娜 梅根·莱丽
苏育翔/杜亚峰/

王宇晴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天使之触 乔纳森·莫里斯 施然 新星出版社 2018年8月

阿波罗23号 贾斯廷·理查兹 吕灵芝 新星出版社 2018年8月

侧影 贾斯廷·理查兹 王爽 新星出版社 2018年8月

玛莎的故事 丹·阿布尼特等 金雪妮 新星出版社 2018年8月

明日分解 尼尔·舒斯特曼 郭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

美铁之战·彼岸使者 帕特里克·蒂利 李兆欣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

美铁之战·大地惊雷 帕特里克·蒂利 李兆欣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

美铁之战·铁大师 帕特里克·蒂利 黑曜/超侠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

美铁之战·红河 帕特里克·蒂利 黑曜/超侠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9月

探险家公会

凯文·科斯特纳,乔

恩·贝尔德,瑞克·

罗斯

杨沛然/刘勇军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9月

蓝金阴谋
约瑟夫·查尔斯·耶

奈伊
韦志勇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9月

华龙之宫 上田早夕里 丁丁虫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年9月

梦蛇 冯达·N.麦金泰尔 齐如君 天地出版社 2018年9月



寻龙公主1 克莉丝汀·西卡尔利 张涵 天地出版社 2018年9月

日本合众国 彼得·特莱亚斯 李懿 新星出版社 2018年9月

盗梦贼 史蒂夫·莱昻斯 王金晶 新星出版社 2018年9月

七夏娃 尼尔·斯蒂芬森 陆岳辰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9月

精神之子 奥森·斯科特·卡德 江业华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安德的游戏：屠异 奥森·斯科特·卡德 勇者之力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企鹅公路 森见登美彦 郑晓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岛上的女儿们 珍妮·梅拉米德 梁卿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年10月

雷切帝国 安·莱基 孙璐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泰坦的女妖 库尔特·冯内古特 姚向辉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10月

异形博恩 杰夫·范德米尔 胡绍晏 天地出版社 2018年10月

永恒先生 亚伦·锡尔 欧睿智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10月

未竟之夏 罗恩·科尔曼 麦秋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预见未来——菲利普·迪

克短篇小说全集（三）
菲利普·迪克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10月

外星狗吃了我的皮卡 梅塞德斯·莱基 刘为民

《银河边缘·冰冻未

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11

2018年11月

长路 科马克·麦卡锡 毛雅芬 九州出版社 2018年11月

爱因斯坦的梦 艾伦·莱特曼 童元方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1月



玻璃魔法 查丽·恩·霍姆博格 小酹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11月

全能魔法 查丽·恩·霍姆博格 小酹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11月

纸魔法 查丽·恩·霍姆博格 小酹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年11月

石中女神 杰奎琳·雷纳 吕灵芝 新星出版社 2018年11月

异形 艾兰·迪恩·福斯特 李镭 新星出版社 2018年11月

不祥的蛋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

夫
曹国维 漓江出版社 2018年12月

夜行者 乔治·R·R·马丁 秦洪丽/赵文 重庆出版社 2018年12月



人物 出席年份 参加届次

顾备 2011年-2018年 第二至八届

谢云宁 2011年-2018年 第二至八届

孙悦 2011年-2018年 第二至八届

姜振宇 2011年-2018年 第二至八届

乔飞 2011年-2018年 第二至八届

超侠（尹超） 2012年-2019年 第三至九届

赵晓旭 2012年-2019年 第三至九届

张翼 2012年-2019年 第三至九届

七星连珠提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