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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责任编辑 推荐单位
1 《渡口魂》 阿琼 作家出版社 2016年7月 那耘、李亚梓、张婷 青海作协
2 《四季录》 艾玛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 李燕 山东作协
3 《断裂带》 安昌河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张春晓 四川作协
4 《羞耻贴》 安昌河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年7月 张春晓 四川人民出版社
5 《直线三公里》 敖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 王淑红、江汀 西藏作协
6 《中原狐》 八月天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张丽 《莽原》杂志社
7 《丝路情缘》 巴陇锋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年12月 郭东梅、王梦楠 北京燕山出版社
8 《永失我爱》 巴陇锋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年1月 薛媛媛 中国文史出版社
9 《传国玉玺》 白木 作家出版社 2018年11月 徐乐 内蒙古作协
10 《肥田粉》 白占全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陈学清 北岳文艺出版社
11 《响郢》 陈斌先 作家出版社 2017年11月 田小爽 安徽作协
12 《甲骨时光》 陈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年8月 王倩 浙江作协、《江南》杂志社
13 《敦煌道士》 陈华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7年7月 靳莉 敦煌文艺出版社
14 《千古风流——王安石与熙元变法》

陈金泉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8年12月 徐蔚 江西作协
15 《塬上童年》 陈玺 花城出版社 2018年11月 邹蔚昀 《中国作家》杂志社
16 《镜像》 陈新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年11月 熊阳 江西教育出版社
17 《主角》 陈彦 作家出版社 2018年1月 李亚梓 陕西作协、作家出版社
18 《还魂记》 陈应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6月 李黎、黄孝阳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钟山》杂志社
19 《西凉马超》 陈玉福 作家出版社 2018年9月 罗静文、张平 甘肃作协
20 《走向都市的女人》 陈之秀 新华出版社 2016年11月 程红根 新华出版社
21 《人民警察》 程琳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周昌义、徐子茼 黑龙江作协
22 《诗仙李白》 程韬光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8年7月 李东晓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3 《文博游戏》 程鹰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 姜婧婧、刘畅 安徽文艺出版社
24 《念头》 储福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赵萍 《作家》杂志社
25 《祭语风中》 次仁罗布 中译出版社 2015年8月 刘黎黎 西藏作协、《芳草》杂志社
26 《烟火人间》 丛培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8年1月 艾明秋 辽宁人民出版社
27 《神藏》 打眼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年8月 翟琰萍 创世中文网
28 《王的奴》 旦文毛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1月 马婧 青海作协
29 《根据地》 党益民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5年9月 申亚尼、党靖 太白文艺出版社
30 《雪祭》 党益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12月 杜东辉 长江文艺出版社
31 《乌云遇皎月》 丁墨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 游灵通、程玥 云起书院
32 《篡改的命》 东西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8月 丁元昌 广西作协、上海文艺出版社
33 《永远的纯真年代》 董江波 台海出版社 2016年8月 刘峰 半壁江中文网
34 《风雪将至》 董新建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3月 张晓薇 江苏人民出版社
35 《产房》 董永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年9月 超楠、周旻子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36 《天上有太阳》 杜斌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赵勤 北岳文艺出版社
37 《圣人开花》 杜禅 华夏出版社 2016年8月 高苏 华夏出版社
38 《清明上河图：故宫珍藏版》

段永强、魏明明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5年6月 毛健生 中国社会出版社

39 《诛金记》 樊健军 作家出版社 2017年2月 桑良勇 江西作协
40 《重庆之眼》 范稳 重庆出版社 2017年3月 别必亮、杨耘、林郁 重庆出版社
41 《灭籍记》 范小青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章德宁、陈玉成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杂志社
42 《群山绝响》 方英文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8年2月 彭燕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43 《归位》 费金鑫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7年12月 胡堂亮、马雪倩 中国电力作协
44 《单筒望远镜》 冯骥才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脚印、王蔚、张梦瑶 天津作协
45 《西南边》 冯良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9月 杜东辉 长江文艺出版社
46 《盛世医妃》 凤轻 青岛出版社 2017年1月 那耘 潇湘书院
47 《陌上》 付秀莹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年10月 李成强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48 《脊梁——保路护国草莽英雄传奇》

傅德珉 长江出版社 2015年6月 高伟 长江出版社
49 《刺向太阳》 高麟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年8月 虎雅琼、田燕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50 《流放》 葛均义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5年1月 李跃 黑龙江作协
51 《北鸢》 葛亮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赵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
52 《活水》 葛水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李成强 山西作协
53 《青果青》 古筝 漓江出版社 2017年7月 张谦、刘红果 大佳网
54 《大地长歌》 关仁山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杜东辉、周聪、黄文娟 长江文艺出版社
55 《金谷银山》 关仁山 作家出版社 2017年9月 史佳丽、李爽、梁瑛 河北作协
56 《大明首相》 郭宝平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8年11月 胡笋 中国自然资源作协
57 《铜钵盂——侨批局演义》

郭小东 花城出版社 2017年1月 张懿、陈诗泳 广东作协
58 《诺门罕之锤》 郭雪波 中译出版社 2018年8月 范伟、张孟桥 中译出版社
59 《大西南》 海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黄孝阳、汪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60 《梦书：西南联大》 海男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年1月 岑杰、韩露 安徽文艺出版社
61 《修改过程》 韩少功 花城出版社 2018年11月 朱燕玲、李倩倩 海南作协、花城出版社、《花城》杂志社
62 《边将》 韩石山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张娟 山西作协、河南文艺出版社
63 《医院三部曲》 韩松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于晨 上海文艺出版社
64 《浚稽山》 杭盖 西安出版社 2017年12月 李亚利 西安出版社
65 《幸福街》 何顿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陈新文、徐小芳、谢爱华

湖南作协、湖南文艺出版社
66 《嘎山》 何也 作家出版社 2018年10月 乔永真、李雯 福建作协
67 《谷雨》 和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7年9月 张建明、马聪敏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68 《少年心事梦中人》 河冰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7年1月 杨芳 北京日报出版社
69 《请叫我总监》 红九 长江出版社 2018年12月 陈辉 晋江文学城
70 《未必圆时即有情》 侯宇燕 新世界出版社 2016年11月 黄倩 新世界出版社
71 《套牢》 胡军生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王其平 南京大学出版社、《莽原》杂志社
72 《血梅花》 胡学文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年5月 张海珊、李燕 河北作协
73 《赛尔星球》 虎皮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6年9月 张静 中国财富出版社
74 《寻找如意》 华夫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年9月 子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75 《魔庄》 荒湖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2月 秦文苑 湖北作协
76 《白河》 黄光耀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9月 崔宝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77 《灵渠》 黄继树 漓江出版社 2018年9月 张谦 漓江出版社
78 《旦后》 黄宁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任心宇 福建作协
79 《又见红叶》 黄强、刘小平 长江出版社 2018年1月 王秀忠、李卫星 长江出版社
80 《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

吉祥夜 青岛出版社 2018年8月 郭林祥 红袖添香
81 《锦绣记》 季栋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11月 李成强 宁夏作协
82 《山本》 贾平凹 作家出版社 2018年4月 懿翎、汉睿 《收获》杂志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孔令燕 陕西作协
83 《锁链》 蒋光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7年11月 杨建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84 《最好的告别》 蒋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卢亚兵 四川文艺出版社
85 《燕云台》 蒋胜男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王晶琳 浙江作协
86 《精神》 景凤鸣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年10月 闫松莹 吉林作协
87 《总有一天你会喜欢我》

囧囧有妖 青岛出版社 2016年8月 那耘 云起书院
88 《天道人道》 李春良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年5月 刘瑀婷 时代文艺出版社
89 《走三边》 李丹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耿英、刘涛 太白文艺出版社
90 《应物兄》 李洱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刘稚 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杂志社
91 《大风》 李凤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年7月 章德宁、陈玉成 江苏作协
92 《国王与抒情诗》 李宏伟 中信出版社 2017年5月 王苏辛、王亚伟 中信出版社
93 《平安》 李虎山 现代出版社 2018年11月 庞俭克、申晶 现代出版社
94 《青龙湾》 李焕才 海南出版社 2016年11月 何晓玲 海南作协
95 《拯救者》 李进祥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年6月 孙莹、吴阳 宁夏作协
96 《中国丈夫》 李晋瑞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史晋鸿 北岳文艺出版社
97 《二胎囧爸》 李开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年7月 于晨 创世中文网
98 《凤凰春晓》 李美桦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12月 肖薇、李景霞、田维莎 云南人民出版社
99 《安居古城》 李明忠 重庆出版社 2017年4月 杨耘 重庆作协
100 《国家坐骑》 李学辉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 杨继军 敦煌文艺出版社、《芳草》杂志社
101 《拉仁布与吉门索》 李卓玛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 李永华、赵姣姣 青海作协
102 《人世间》 梁晓声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11月 李师东、李钊平 中国青年出版社
103 《冠军之心》 林海听涛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年5月 李明颖、连益、王三炯、韩晴、刘丹、于杰

创世中文网
104 《我们在虚拟世界里真实》

凌寒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台啸天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05 《腰斩七军》 凌行正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7年3月 钱庆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
106 《希望的田野》 刘海玲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8年12月 李相梅 吉林文史出版社
107 《把我的世界给你》 刘嘉陵 作家出版社 2018年6月 史佳丽 辽宁作协
108 《长生天》 刘利华 新华出版社 2017年9月 蒋小云 全国公安作协、新华出版社
109 《捎话》 刘亮程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0月 周璇 新疆作协、译林出版社
110 《唇典》 刘庆 作家出版社 2017年7月 懿翎、徐乐 辽宁作协、吉林作协、《收获》杂志社
111 《黑白男女》 刘庆邦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6月 谢锦 上海文艺出版社
112 《南方的秘密》 刘诗伟 作家出版社 2016年12月 汉睿 湖北作协
113 《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爱你》

刘云晖 华文出版社 2017年3月 胡慧华 天津作协
114 《白山》 卢一萍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年9月 乔亮 四川作协
115 《深秋》 陆明祥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 刘程程 中国铁路作协

116 《会飞的九爷》 陆涛 作家出版社 2017年4月 兴安 北京作协
117 《江河本纪》 罗国栋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8月 朱媛美 中国电力作协
118 《辽阳故事》 吕程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6年6月 黄捷生 羊城晚报出版社
119 《下弦月》 吕新 花城出版社 2016年10月 许泽红、陈晓欢、陈崇正、李倩倩、杜小烨

山西作协、《花城》杂志社
120 《三叉戟》 吕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4月 宋延涛 全国公安作协
121 《揉蓝秘境》 马洪鸣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宋潇婧、王婧婧 安徽作协
122 《姑娘寨》 马原 花城出版社 2018年6月 陈宾杰、钟毓斐 花城出版社
123 《喋血1941——绥西抗战往事》

马濯华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年9月 王慧、姜楠 宁夏作协
124 《镜子背后的女人》 毛国聪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唐红、郑建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125 《掌墨师》 莫俊荣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黄玮、韦洁琳 广西人民出版社
126 《戊戌变法》 穆陶 作家出版社 2018年6月 史佳丽 作家出版社
127 《解梦花》 潘年英 新星出版社 2018年7月 杨猛 新星出版社
128 《有的人》 庞余亮 作家出版社 2018年6月 田小爽 《江南》杂志社
129 《盛世山桃红》 裴军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7年12月 孙妍捷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30 《昨夜布谷》 彭瑞高 文汇出版社 2018年8月 朱耀华 上海作协、文汇出版社
131 《王庄三部曲》 浦子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 项宁、罗艺 浙江文艺出版社
132 《逃跑的老板》 普玄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黄文娟 湖北作协
133 《彩虹桥》 起云金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11月 陈艳芳、梁冠男 云南作协
134 《藏珠记》 乔叶 作家出版社 2017年8月 田小爽 河南作协
135 《麦穗》 邱文英 济南出版社 2018年7月 宋涛 济南出版社
136 《丝路奇缘》 冉红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7年6月 方敏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37 《天眼》 冉正万 花城出版社 2015年9月 张懿、张旬 《花城》杂志社
138 《好人宋没用》 任晓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 韩晓征 《十月》杂志社
139 《傩神》 阮德胜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年2月 宋潇婧、王婧婧 安徽作协
140 《彼岸》 山来东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年1月 秦超 山东画报出版社
141 《闯广东》 盛慧 花城出版社 2015年11月 李谓 广东作协
142 《借命而生》 石一枫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王蔚、杨新岚、脚印 北京作协
143 《孤王寡女》 姒锦 青岛出版社 2018年1月 那耘、郭林祥 潇湘书院
144 《寻找张展》 孙惠芬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7年2月 姚宏越 辽宁作协、春风文艺出版社
145 《辽北长歌》 孙晓明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8年6月 于涉、高冰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46 《陌上花》 唐兴顺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年5月 王军 河南作协
147 《浪漫沧桑》 陶纯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 龚湘海、杨晓澜、张文爽

湖南文艺出版社、《芳草》杂志社
148 《一座营盘》 陶纯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4月 脚印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149 《乘风》 滕肖澜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9月 李霞 上海作协
150 《刀兵过》 滕贞甫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王一珂 《中国作家》杂志社
151 《你里头的光》 王彪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4月 陈潇 《江南》杂志社
152 《老实街》 王方晨 作家出版社 2018年5月 向尚 山东作协
153 《喀什噶尔》 王刚 作家出版社 2016年6月 兴安 《当代》杂志社
154 《青马湖》 王鸿达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5月 马合省、卢祥秋 黑龙江作协
155 《心藏黑白》 王怀宇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年1月 刘兮 吉林作协
156 《月印京西》 王锦秋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8年3月 方伟、杨迪 时代文艺出版社
157 《天父地母》 王晋康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3月 宋齐、姚海军 中国科普作协
158 《导弹和向日葵》 王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9月 赵雪芹、江汀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159 《得城记》 王妹英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3月 王倩、韩琳 《中国作家》杂志社
160 《奎虚阁》 王延辉 作家出版社 2018年5月 赵莹 作家出版社
161 《花石木鸟》 王勇英 接力出版社 2018年5月 杜颖达 接力出版社
162 《碑》 王雨 重庆出版社 2017年8月 罗玉平 重庆出版社
163 《大西院》 魏海龙 团结出版社 2017年12月 宋怀芝 江山文学网
164 《太阳是方的》 温皓然 作家出版社 2018年4月 王烨 天津作协
165 《磷火》 温燕霞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6月 郑理 江西作协
166 《当代英雄》 吴崇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傅一岑 中国冶金作协
167 《道可道：智者老子》 吴礼权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陈俞潼 暨南大学出版社
168 《化蝶飞：达者庄子》 吴礼权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年11月 闵艳平 云南人民出版社
169 《朝霞》 吴亮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樊晓哲 上海作协
170 《青花瓷》 吴蔚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年9月 董理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71 《叶落大地》 吴文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5年4月 韩霁红、马凤霞 太白文艺出版社
172 《平安扣》 吴玉辉 新星出版社 2018年12月 简以宁 福建作协、新星出版社
173 《光绪朝的司羊御厨》吴正格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年11月 海涵、王梦楠 北京燕山出版社
174 《明月度关山》 舞清影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 于晨 小说阅读网
175 《新疆好人》 西遇尘 人民出版社 2015年7月 薛晴 新疆作协
176 《青春制暖》 西子情 九州出版社 2017年11月 李文君 潇湘书院
177 《花开岁月》 肖彭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年8月 王丹誉、史会美 中国言实出版社
178 《守卫者长诗》 肖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年7月 陈玉成 贵州作协
179 《穹庐》 肖亦农 作家出版社 2018年12月 兴安 内蒙古作协、《十月》杂志社
180 《完美守护养成记》 萧西 广州旅游出版社 2015年8月 梅哲坤 纵横中文网
181 《骑着鹿穿越森林》 小托夫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8年4月 杨青、高霁月 河南作协
182 《西部边魂》 谢耀德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张平 江苏大学出版社
183 《己卯年雨雪》 熊育群 花城出版社 2016年1月 林宋瑜、揭莉琳 花城出版社、广东作协
184 《双眼台风》 须一瓜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瞿昌林 浙江文艺出版社
185 《名将陶侃》 徐观潮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年3月 全秋生 中国文史出版社
186 《牵风记》 徐怀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涂俊杰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

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杂志社
187 《北上》 徐则臣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韩敬群、陈玉成 北京作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十月》杂志社
188 《娜塔莉雅》 徐智勇 作家出版社 2016年4月 徐乐 中国石油作协
189 《相忘江湖》 许斌 新华出版社 2018年4月 董朝合 中国煤矿作协
190 《形影不离》 薛涛 青岛出版社 2018年2月 孙芳 青岛出版社
191 《再不说爱，父母就老了》

薛晓路 新世界出版社 2015年7月 黄倩 新世界出版社
192 《女人百年》 杨恩芳 重庆出版社 2015年1月 曾海龙、程辉 重庆出版社
193 《仰望长空》 杨梅莹 中国电力出版社 2018年1月 胡堂亮、李文娟 中国电力作协
194 《贴地飞行》 姚鄂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章德宁、张丽、左曼丽 《钟山》杂志社
195 《赌跤》 姚宗瑛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年5月 岳勇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6 《风流图卷》 叶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王倩 江苏作协
197 《美哉少年》 叶弥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1月 黄孝阳、汪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98 《乡土中国三部曲》 叶炜 青岛出版社 2015年6月 杨成舜、霍芳芳 青岛出版社
199 《刻骨铭心》 叶兆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4月 付如初、杜晗 《钟山》杂志社
200 《敦煌本纪》 叶舟 译林出版社 2018年12月 焦亚坤 甘肃作协
201 《洱海祭》 一苇 作家出版社 2016年9月 李亚梓、田小爽 云南作协
202 《天下第一清官陈瑸》易卓奇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年11月 周康 全国公安作协
203 《他看见你的声音》 殷寻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臧丽娟、周振明、杨旭、黎紫薇、陈蓉

红袖添香
204 《故乡》 余松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杨蓓蓓、周轶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5 《大汉使臣张骞》 余耀华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年8月 安玉霞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6 《大唐贤相房玄龄》 余耀华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年1月 王星舒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7 《青龙镇》 俞敏 上海三联书店 2015年2月 方舟 上海三联书店
208 《天虫》 愚石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 杨智、李楠 《红豆》杂志社
209 《战马之歌》 张弛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汪泉 甘肃作协
210 《白色庄窠》 张存学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6年3月 原彦平 甘肃文化出版社
211 《大风》 张凯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8年4月 朱莽列、高彬 内蒙古作协
212 《狐狸岗 狐狸湾》 张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孟岩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13 《清明无战事》 张石山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7月 吕绘元 山西人民出版社
214 《桃夭》 张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付如初、脚印 重庆作协
215 《虎石台》 张治贤、张釜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 魏洪超 时代文艺出版社
216 《迎风山上的告别》 章泥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年12月 王其进 四川作协、四川人民出版社
217 《天漏邑》 赵本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刘稚 江苏作协、《作家》杂志社
218 《人类世》 赵德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年7月 张维 山东作协
219 《旱码头》 赵光鸣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 韩露 新疆作协
220 《美人书》 赵俊辉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 陈新文、徐小芳 湖南作协
221 《夜长梦多》 赵兰振 作家出版社 2016年6月 史佳丽 《大家》杂志社
222 《风华绝代传奇之独孤如愿》

赵亚军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年5月 娜仁、丁雪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223 《大清官》 赵阳 现代出版社 2018年10月 庞俭克、申晶 现代出版社
224 《猛虎图》 哲贵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2月 张引墨 浙江作协
225 《最后的乡土》 正青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梁东方、林艳辉、韩松 花山文艺出版社
226 《蓝天白云》 周承强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8年11月 谢香、李倩 光明日报出版社
227 《套》 周康尧 作家出版社 2015年9月 佳丽 贵州作协
228 《天干地支》 周习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8年12月 梁培培、姜辉 中国自然资源作协、山东画报出版社
229 《多湾》 周瑄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11月 陈坚 陕西作协
230 《沧海之约》 朱东 红旗出版社 2016年9月 丁鋆 广西作协
231 《大河风流》 朱东惠 作家出版社 2018年12月 雷容 中国石油作协
232 《风暴预警期》 朱山坡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8月 乔亮 广西作协
233 《乔家大院》 朱秀海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5月 曾玉立 中国青年出版社
234 《历程》 邹元辉 宁波出版社 2018年12月 晏洋 中国石化作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