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候选参考名单》

长篇科幻小说

作者 标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阿缺 星海旅人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11月

艾石 黑暗的次方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9年9月

安逸 隐身防晒霜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捌贰零期 尘幻传说：星徽锋起 杭州出版社 2019年11月

白丁 云球（第一部）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1月

白丁 云球（第二部）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6月

白丁 云球（第三部） 四川科技出版社 2019年9月

常书欣 弹弓神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11月

陈瑜 颜值战争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年10月

付强 摘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

古潼 暗海沉沙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3月

郭妮 超感筑梦师1超能英雄尖叫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月

郭治学 被遗落的三万年 万卷出版公司 2019年4月

何常在 时空典当行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9年6月

黑暗森林 角落：宇宙偷渡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黑眼圈 代码少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季雨 蝴蝶小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

今何在 未来：人类的征途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

静岛 不过神仙和没事妖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剧派网 时间塔第一层·乱码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9年6月

狷狂 造物者之歌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7月

狷狂 造物者之歌2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君天 未知罪案调查科：外星重案组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5月

亢霖 蛊惑 天地出版社 2019年11月

骷髅精灵 云穹之未来断点 青岛出版社 2019年5月

璃华 时光信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3月

李唐 月球房地产推销员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

莲沐初光 时光之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

猎户座悬臂 失落世界（全二册）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刘峰晖 超凡.妲己的诅咒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4月

刘羽轩 宇宙方舟计划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9年11月

刘子晴 越过星辰去看你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3月

麓麓 幻境之镜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

吕默默/王元 幸存者游戏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5月



洛小宸 梦行者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马传思 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 大连出版社 2019年5月

墨泠 时笙 青岛出版社 2019年5月

宁航一 超禁忌秘密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宁航一 超禁忌秘密2：特异人的世界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年10月

七马 人行世界：异人行 青岛出版社 2019年7月

七月 群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人间武库 穹顶之上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2月

彡野 记忆移植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

盛兴 人间弃子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年11月

石倦之 尾巴岛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9年7月

宋钊 世界的误算2：生而为人 新星出版社 2019年4月

糖匪 无名盛宴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

汪洁洋 马丁的机器人超市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9年8月

王骥 逃离毁灭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年9月

王晋康 宇宙晶卵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10月

王勇英 雪山上的机器人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4月

王茁源 重返黎明4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9年8月

韦火 达尔文之惑（三部曲） 广州出版社 2019年8月

吴楚 无光之地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吴楚 记忆偏离 作家出版社 2019年12月

吴季 月球旅店 科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相非相 极度拖延 新世界出版社 2019年4月

香无 目击者 文汇出版社 2019年12月

小黑 杀梦I：零镜之门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9年11月

肖遥 AI迷航3：无限永生大结局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3月

雪城小玲陈思进 超时空拯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年8月

燕垒生 未来机器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9年8月

杨嘉灵 九个梦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

杨卓理 AI物种起源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9年10月

叶俊超 灰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

银河行星 宇宙钟摆III：终极诱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永城 网中人 作家出版社 2019年8月

早安夏天 超感追击 长江出版社 2019年3月

张德军 一生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张莹 灵语 重庆出版社 2019年3月

郑军 临界ONE·１飞驰的灵魂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郑军 临界ONE·２我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郑军 临界ONE·３红书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郑军 临界TWO·４东方的战争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郑军 临界TWO·５神使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郑军 临界TWO·６直到银河尽头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郑星 宇宙留言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9年8月

朱首末 改写 法律出版社 2019年3月

竹宴小生 猎星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2月

FOXFOXBEE 没有名字的人3：失落之城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19年3月

FOXFOXBEE 没有名字的人4：末日审判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5月

FOXFOXBEE 没有名字的人5：万神之神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年10月

LeoLi 重返地球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年10月

Priest 残次品：完结篇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

【台】陳建佐 Chazel 鯨滅 秀威出版 2019年10月

【台】高翊峰 2069 新經典文化 2019年11月

【台】豪雨 容器：璀璨深霧 秀威出版 2019年10月

【台】豪雨 容器：無瑕的愛 秀威出版 2019年10月

【台】駱以軍 明朝 鏡文學 2019年7月

【台】吳明益 苦雨之地 新經典文化 2019年1月

【台】游善鈞 完美人類 鏡文學 2019年3月

【台】主兒 萤火虫效应 城邦印書館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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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科幻小说

作者 标题 发表处 发表时间

阿缺 忘忧草 蝌蚪五线谱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阿缺 阴魂不散 蝌蚪五线谱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白拂 废墟之上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9月

宝树 我们的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宝树 天象祭司
《银河边缘·天象祭司》和《银河边缘·

多面AI》上下两部分连载（人民文学出

版社）

2019年6月

陈虹羽 永劫之境 《科幻世界》2019年6-7月刊两期连载 2019年6月

陈楸帆 人生算法 《人生算法》中信出版社 2019年1月

程婧波 宿主 《冷湖Ⅱ·宿主》中信出版社 2019年11月

代言 水之音 蝌蚪五线谱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分形橙子 赞神的宫殿 《冷湖Ⅱ·宿主》中信出版社 2019年11月

何涛 限时猎杀 《科幻立方》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何涛 守护者 刺杀者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中篇二等奖 2019年12月

黄海 记忆农场 《科幻立方》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龙凯骅 三体往事之透明挽歌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中篇一等奖 2019年12月

罗夏 地穹 《银河边缘·次元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慕明 沙与星
第六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科幻奇幻类特

邀评委选择奖
2019年1月

彭超 原罪 《科幻世界》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七月 双旋 《科幻世界》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睿雨 贩己为生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最具改编潜力奖 2019年11月

蛇从革 长生 《X的诞生》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年11月

石黑曜 貔貅 《莉莉娅我的星》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石黑曜 离开蓉城 《莉莉娅我的星》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双翅目 来自莫罗博士岛的奇迹 《特区文学》2019年第1期 2019年1月

宋欣颖 第三类死亡 《科幻世界》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苏学军 深蓝 《科幻立方》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索何夫 萤火 《科幻世界》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王嘉诚 黑暗的本质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中篇二等奖 2019年12月

王诺诺 一天的故事 《地球无应答》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王元 弥留之际 蝌蚪五线谱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王元 要有光 第五届晨星科幻文学奖最佳中篇科幻小

说奖

2019年11月

王元 电视女孩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新网数智专项奖 2019年11月

王宗穆 魔术师的嘲讽 蝌蚪五线谱2019年04月 2019年4月

无形者 如果我是DJ 不存在科幻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萧星寒 红土地 《科幻立方》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燕垒生 天人永生 《科幻立方》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张海帆 时间监狱 《X的诞生》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年11月

郑军 万脑归一 《科幻立方》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植桐 思索者 第六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科幻奇幻类最

佳新人奖

2019年1月

钟云 邪见 《X的诞生》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年11月

Yohi 谋杀我的完美偶像 第六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科幻奇幻类优

秀奖

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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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科幻小说

作者 标题 发表处 发表时间

2502计划 塔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Aria 啧，和平鸽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dhew 万物算法 《银河边缘·次元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Luna 记录019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Luna 艾琳和伊琪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阿基里斯的乌龟 造词之法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安潇和 玻璃外的世界 《科幻世界》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白贲 十七年 《科幻世界》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白贲 蛹 蝌蚪五线谱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白苍羽 欣欣向死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白丁 破碎世界之下 《科幻世界》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白金阳 乘客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白乐寒 归乡 《科幻世界》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白乐寒 致海伦 《科幻世界》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蚌非 一蓑烟雨 不存在科幻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宝树 轉換期 《香港文学》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宝树 退行者 《天涯》2019年5期 2019年9月

北地南窗 弦歌 《科幻世界》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冰河 换脑闺蜜 《X的诞生》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年11月

冰魄 高深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短篇二等

奖
2019年12月

蔡威 纯白色的房间 蝌蚪五线谱2019年06月 2019年6月

蔡威 薛定谔的地铁爱情 蝌蚪五线谱2019年09月 2019年9月

曾志强  四川的霾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1月

超侠 观察者 《作品》2019年第1期 2019年1月

超侠
死亡暴虐格斗与传统

文化艺术和诗
《作品》2019年10期 2019年10月

朝朝暮暮 龙门客栈 不存在科幻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朝歌 审判时代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月

沈屠苏 风城玫瑰 《冷湖Ⅱ·宿主》中信出版社 2019年11月

沈屠苏 无情契 《科幻立方》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陈菁 有感而发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8月

陈楸帆 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 《人生算法》中信出版社 2019年1月

陈楸帆 云爱人 《人生算法》中信出版社 2019年1月

陈楸帆 匣中祠堂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1月

陈楸帆 拓扑变换 《小说界》2019年第2期 2019年2月

陈楸帆 爱的伪经 《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6-7期 2019年2月

陈楸帆 拓扑变换 《小说界》2019年第2期 2019年2月

陈楸帆 无债之人 《花城》2019年第4期 2019年4月

陈楸帆 刻舟記（V2.0） 《香港文学》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陈楸帆 人生模拟 《人民文学》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陈楸帆 伪造者Z 《天涯》2019年5期 2019年9月

陈润艳 梦的第七章 《科幻立方》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陈希澈 假如爱有来生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陈意川 熄灯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陈意川 长沙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晨昏光楔 多睡了一天的男人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乘尘 战书或招募令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程皎旸 易空间 《西部》2019年第2期 2019年2月

程婧波 讨厌猫咪的小松先生 《银河边缘·次元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迟宝华 滑落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4月

迟宝华 尘霾之城（长篇）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1月

赤色风铃 吃饱了 《科幻世界》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虫虫 长生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初诗凡 大鱼 《科幻世界》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楚惜刀
金陵山水智能记录报

告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崔书馨 AI接续代的爱情 《南方航空GATEway》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大梦无方 老李头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2月

代言 勇气 蝌蚪五线谱2019年04月 2019年4月

代言 冰冻星球 蝌蚪五线谱2019年06月 2019年6月

稻野熊 一戒鲁夫 蝌蚪五线谱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地瓜 完美的一天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狄拉克海 天使之城 蝌蚪五线谱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东方晓灿 一次转发事件 蝌蚪五线谱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豆包 士官长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4月

豆包 陨石坑噩梦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8月

豆包 桃源之墟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9月

杜不工 异族脚步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2月

段子期 逆转图灵 《科幻世界》2019年8月刊 2019年8月

段子期 加油站夜遇苏格拉底 《科幻立方》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二湘 费城实验 《上海文学》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芳庆圆 回不去的月亮湾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房泽宇 青石游梦 不存在2019年6月 2019年6月

房泽宇 END IF 不存在科幻2019年09月 2019年9月

房泽宇 美好的生活要开始了 不存在科幻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飞氘 河外憂傷一種 《香港文学》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飞氘 奧德修斯之音 《天涯》2019年5期 2019年9月

非淆 木魅 不存在2019年6月 2019年6月

肥狐狸 长路漫漫 蝌蚪五线谱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肥狐狸 推销过去的人 蝌蚪五线谱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肥狐狸 至纯至净 蝌蚪五线谱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分形橙子 触不可及
第五届晨星科幻文学奖最佳“哩扣哩扣

”叙事文学奖
2019年11月

分形橙子 雅努斯之歌 《科幻世界》2019年8月刊 2019年8月

分形橙子 提托诺斯之谜 《科幻世界》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冯志刚 蓝星之恋 《科幻立方》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浮动 再见，刘易斯 蝌蚪五线谱2019年06月 2019年6月

甫澄 山中有灵 不存在科幻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甫澄 土星时代的爱情 不存在科幻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付强
人工智能杀死主人的

100种方法
《科幻世界》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负二 身躯 《上海文学》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甘酒横丁 东京梦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乾趣 慧动文明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2019年11月

高举 熔炉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0月

公羽青见青见 我是虎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6月

公羽青见青见 极小概率事件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8月

顾备 迷雾森林 《科幻立方》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关德深 新宿要塞
第五届晨星科幻文学奖最佳“哩扣哩扣

”叙事文学奖
2019年11月

关德深 日之将尽 蝌蚪五线谱2019年04月 2019年4月

关德深 消失的科幻作家 蝌蚪五线谱2019年05月 2019年5月

光线的海洋 翠萍美食店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二等奖 2019年11月

光乙 天际 《科幻立方》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光乙 和平种族 《科幻世界》2019年6月刊 2019年6月

光乙 鱼雷 《科幻世界》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归芜 地球观光指南 蝌蚪五线谱2019年03月 2019年3月

归芜 长发之星 蝌蚪五线谱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呙思思 废弃乐园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7月

呙思思 元素星球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7月

郭嘉灵 不得好死 《未来人不存在》作家出版社 2019年5月

郭治学 永世之爱 《科幻立方》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海客 妖精的旋律
《银河边缘·天象祭司》人民文学出版

社
2019年3月

海獭 美丽的霍尔加城 蝌蚪五线谱2019年06月 2019年6月

海漄 血灾 《银河边缘·多面AI》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海漄 诡城 八光分公众号 2019年7月

海漄 飞天 《科幻立方》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海漄 涅槃 蝌蚪五线谱2019年05月 2019年5月

韩华瑞 共人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韩松 同化 《未来人不存在》作家出版社 2019年5月

韩松 蚩尤基因 《青年作家》2019年第4期 2019年4月

好个秋 梦蝶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郝赫 警报解除 《未来人不存在》作家出版社 2019年5月

郝赫 雪地里的灯火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1月

郝赫 变却故人心 不存在科幻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郝景芳 积极砖块 《天涯》2019年5期 2019年9月

何大江 猛犸金沙 《科幻立方》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何涛 黑暗星空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短篇二等

奖
2019年12月

何涛 轮回 蝌蚪五线谱2019年05月 2019年5月

何涛 天道 蝌蚪五线谱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何涛 预制人生 蝌蚪五线谱2019年09月 2019年9月

和羞 老礼堂的钟声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和颜 在哪见过你？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黑将军 无罪之人·骑士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9月

黑桃尖子 寻找路莉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9月

胡草漫 月亮与黑暗森林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短篇三等

奖
2019年12月

胡晓诗 未来的初恋 《科幻世界》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胡晓诗
在我生命的最后三周

里
《科幻世界》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扈逸飞 太阳系往事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评委会特

别奖
2019年12月

化而为鹏 士兵与大脑 《科幻世界》2019年6月刊 2019年6月

荒土孤成 金属盒里的黛玛 《科幻世界》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荒野 潜意识之冬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黃金明 霍今傳 《香港文学》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灰狐 谋杀 蝌蚪五线谱2019年05月 2019年5月

灰狐 One day 蝌蚪五线谱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灰狐 三位一体 《科幻世界》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夹缝貉 复活贵阳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1月

伽辽 驱壳 《科幻世界》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简妮 飞吧，拉贡鱼！ 《科幻立方》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江波 寻找无双 《青年文学》2019年01期 2019年1月

江波 变脸 《希望之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7月

江波 3018太空漫游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江波 爱在相对时空 《科幻世界》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江波 魂归丹寨 《天涯》2019年5期 2019年9月

靳当归 众神浩劫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1月

靓灵 黎明之前 不存在2019年1月 2019年1月

靓灵 珞珈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1月

靓灵 音错 不存在2019年6月 2019年6月

靓灵 落言 《青年文学》2019年第7期 2019年7月

靓灵 颗粒之中 不存在科幻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靓灵 玄出 不存在科幻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九月交学费 它的脑海之中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康尽欢
亲爱的，冰灯再也不

会融化了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康尽欢、昼温、

凌晨、苏莞雯、

杨平等

三角恋是最稳固的物

理结构
不存在科幻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康乃馨 三光分 蝌蚪五线谱2019年09月 2019年9月

克特西芬 渗透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孔欣伟 地球上最后一个梦想 《科幻世界》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孔欣伟 当爱情成为瘟疫 《科幻世界》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匡无艮 奔向星辰
第六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科幻奇幻类

优秀奖
2019年1月

蓝薄荷 艺术与技术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雷西落 沙星孤杨 《科幻世界》2019年6月刊 2019年6月

雷西落 广场上的众神 《科幻世界》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李健 梦之圆 不存在2019年3月 2019年3月

李霜氤 重生时代 蝌蚪五线谱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李霜氤 她的灵魂与爱 蝌蚪五线谱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李维北 广寒遗事 《月球往事》台海出版社 2019年10月

李维北 呼吸 《月球往事》台海出版社 2019年10月

李维北 异类 蝌蚪五线谱2019年04月 2019年4月

李维北 凶宅笔录 蝌蚪五线谱2019年06月 2019年6月

李星锐 夜行者 《特区文学》2019年第1期 2019年1月

李兴春 诡诺 《科幻立方》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李智博 奥林匹斯山的雪 《科幻世界》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李竹道 三体：谎言与葬礼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短篇二等

奖
2019年12月

李子麒 第九只精卫 《西部》2019年第2期 2019年2月

梁清散 嗣声猿 不存在科幻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猎衣扬 代号·魇 《X的诞生》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年11月

林怀庭 感温 不存在科幻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林郁游 生命优化计划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7月

临渊渔人 小城婚事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2019年11月

凌晨 南明河过甲秀楼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凌晨 星光 《人民文学》2019年11期 2019年11月

翎之永恒 套中人 蝌蚪五线谱2019年09月 2019年9月

刘光达 烽燧 《科幻世界》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刘嘉恒 追逐黎明 《科幻世界》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刘霖杰 培养皿战争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刘琦 我会替你活下去 蝌蚪五线谱2019年06月 2019年6月

刘琦 长眠者归来 蝌蚪五线谱2019年06月 2019年6月

刘琦 时间困境 蝌蚪五线谱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刘琦 24号航站 蝌蚪五线谱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刘琦 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 蝌蚪五线谱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刘琦 往日余光 蝌蚪五线谱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刘琦 第一人称 蝌蚪五线谱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刘琦 生存的代价 蝌蚪五线谱2019年09月 2019年9月



刘琦 他的城 蝌蚪五线谱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刘琦 宇宙之门 蝌蚪五线谱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刘水清 子夜港 《科幻世界》2019年6月刊 2019年6月

刘天一 渡海之萤 不存在2019年4月 2019年4月

刘天一 潮起 不存在2019年6月 2019年6月

刘天一 等待方舟 不存在2019年6月 2019年6月

刘啸 遇乞录 《冷湖Ⅱ·宿主》中信出版社 2019年11月

刘啸 捕风 蝌蚪五线谱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刘啸 占卜 蝌蚪五线谱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刘彦博 葬礼 《科幻世界》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刘艳增 三体：量子群蜂计划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短篇一等

奖
2019年12月

刘艳增 上帝之方 蝌蚪五线谱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刘艳增 优雅的叠加 《科幻世界》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楼涵月 屋顶上的树 《科幻世界》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卢达 调试 《科幻立方》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陆海 罪孽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陆海 鳏舍剧变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陆杰 潘多拉之盒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鹿少爷 时间囚徒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0月

吕默默 奶奶的年画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吕默默 放生 《特区文学》2019年第4期 2019年4月

吕默默 上帝的另一半 蝌蚪五线谱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吕默默 再爱一次 《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6-7期 2019年2月

呂默默 垃圾場事故 《香港文学》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罗隆翔 火星冷湖 《冷湖Ⅱ·宿主》中信出版社 2019年11月

罗隆翔 泰坦尼亚客栈 《人民文学》2019年11期 2019年11月

马世航 闭锁时代 蝌蚪五线谱2019年03月 2019年3月

毛植平 感官世界 《科幻世界》2019年8月刊 2019年8月

美菲斯特 赤军的基洛夫 蝌蚪五线谱2019年02月 2019年2月

美菲斯特 飞翔的鹈鹕 蝌蚪五线谱2019年03月 2019年3月

美菲斯特 永不消逝的彗星 蝌蚪五线谱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闵大桁 谁是刚哥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墨羽 引蛇出洞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墨羽 真诚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默默安然 特殊朋友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4月

默默安然 蘑菇也想占领地球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9月

木卫 格式化 不存在科幻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慕明 风起华西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1月

慕明 涂色世界 《科幻世界》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穆权 秒幻象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泥巴柴柴 笔录 不存在2019年6月 2019年6月

柠檬黄
猫在十点零八分的时

候开始思考
不存在2019年4月 2019年4月

欧润之 桑树庙村的女人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7月

欧润之 围城云中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0月

欧润之 从黑夜到白天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0月

欧阳乾 云天明往事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短篇三等

奖
2019年12月

潘晓曦 末日博物馆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彭真 鼻膏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鹏程 病毒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七格 满盘皆输 《希望之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7月

柒武 并非虚枉的牺牲 《科幻世界》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柒武 伊甸精灵 《科幻立方》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轻狂 漫长的告别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0月

撒哈拉小沙漠 不速之客 不存在科幻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杀死一个藏王 续命时代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8月

沙陀王 选择 不存在科幻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沙陀王 荒野花园 不存在科幻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沙陀王 所有的信 不存在科幻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沙陀王 爱的代价 不存在科幻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沙陀王
一个美食家的自我修

养
不存在科幻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山茶花
讲解员001送给莲鹤

方壶的赞歌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山茶花
献给阿尔吉侬的狗饼

干
不存在2019年4月 2019年4月

山濛 无时之丘 《冷湖Ⅱ·宿主》中信出版社 2019年11月

绍杰 真实智能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深思 万木沉墨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新网校园新星

奖大学组
2019年11月

十九年 地下水世界 蝌蚪五线谱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石黑曜 莉莉娅我的星 《莉莉娅我的星》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石黑曜 Amour 《莉莉娅我的星》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树小房新画不古 霾纪元往事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3月

双翅目 猞猁学派 《文艺报》（2019年9月2日第七版） 2019年9月

双翅目
我的家人和其他进化

中的动物们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霜月红枫 枕 《科幻立方》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司马 生而为人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松泉 星变 不存在科幻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宋可书 守护机器人 《科幻立方》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苏莞雯 破壁白水洋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苏莞雯 一星间 不存在科幻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苏民 替囊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1月

苏民 后意识时代 不存在科幻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苏民 绿星 不存在科幻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苏于桑 流量至上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3月

孙秋若 美术史 《科幻世界》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孙望路 重燃的烧火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索何夫 囚笼 《科幻世界》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钛艺 绮月物语
《银河边缘·天象祭司》人民文学出版

社
2019年3月

钛艺 火花Hibana 《科幻世界》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谭剑 殺妻 《香港文学》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唐祎 夜行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糖匪 孢子 《青年文学》2019年01期 2019年1月

糖匪 瘾 《上海文学》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糖吉坷德 晨昏之线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1月

桃何
你能把全宇宙放进你

的内屋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4月

滕野 辽河天涯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滕野 辽河天涯 《青年文学》2019年第7期 2019年7月

滕野 计算中的上帝 《科幻世界》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天降龙虾 暗影创世纪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兔八 一个太空旅者的故事 《科幻世界》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兔八 成年礼与轮盘赌 《科幻世界》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万象峰年 雾中袭来的远方 《未来人不存在》作家出版社 2019年5月

万象峰年 洞中寻路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1月

万象峰年 战争，飞蛾，流萤 不存在科幻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汪洁 精卫9号 《精卫9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年12月

汪洁 太阳帆 《精卫9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年12月

汪洁 天眼之战 《精卫9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年12月

汪洁 环球快车谋杀案 《精卫9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年12月

汪洁 生死重量 《精卫9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年12月

汪彦中 同温层食堂 《特区文学》2019年第1期 2019年1月

王侃瑜 链幕 《上海文学》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王侃瑜 失樂園 《香港文学》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王侃瑜 冬日花园 《小说界》2019年第6期 2019年6月

王侃瑜 海鲜饭店 《花城》2019年第6期 2019年6月

王侃瑜 语膜 《收获》2019年第4期 2019年7月

王侃瑜 失乐园（简体版） 《西湖》2019年第8期 2019年8月

王诺诺 春天来临的方式 《地球无应答》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王诺诺
为什么猫咪要在深夜

开会
《地球无应答》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王诺诺 最后的复盘 《地球无应答》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王诺诺 算法佳人 《地球无应答》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王诺诺 山和名字的秘密 第五届晨星科幻文学奖“代码”专项奖 2019年11月

王诺诺 高考侠 《冷湖Ⅱ·宿主》中信出版社 2019年11月

王诺诺、夏谦 故乡明 《科幻世界》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王平 蓝星社会课题研究 蝌蚪五线谱2019年05月 2019年5月

王腾 冰花种子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王秀梅 记忆储存师 《作品》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王语咒 进化未完成 《特区文学》2019年第1期 2019年1月

王语咒 你是否和我一樣 《香港文学》2019年第5期 2019年5月

王元 黑色梦中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4月

王元
晚安地球人·杀手骊

歌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6月

王元 灰渊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8月

王元 上帝之手 《银河边缘·次元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王元
晚安，地球人：生存

游戏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10月

王元 济南的冬天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一等奖 2019年11月

王元 人性回溯 《科幻立方》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王元 临终关怀 《科幻世界》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王元 老汤 蝌蚪五线谱2019年04月 2019年4月

王元 生命之水 蝌蚪五线谱2019年07月 2019年7月

王元 钟慢效应 《科幻立方》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王元 变人 蝌蚪五线谱2019年11月 2019年11月

王真祯 轨道上的关二爷
第五届晨星科幻文学奖最佳短篇科幻

小说奖
2019年11月

王真祯 谁的葬礼 《科幻世界》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王真祯 上海墓碑 不存在科幻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王志轩 百慕大三角 《科幻世界》2019年6月刊 2019年6月

未来纪元 魔法奇缘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新网校园新星

奖中学组
2019年11月

未末 孤岛之雨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二等奖 2019年11月

未末 无人驾控 《科幻世界》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文隐 上元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新网数智专项

奖
2019年11月

邬昊达 你的名字 《科幻世界》2019年8月刊 2019年8月

无形者 尼伯龙根之歌 第八届未来科幻大师奖三等奖 2019年11月

无秀 博弈战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短篇三等

奖
2019年12月

吴奈何 机器人综合症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3月

吴千山
自我认知偏差康复中

心
《特区文学》2019年第4期 2019年4月

吴泽平 最后三小时 《科幻立方》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悟慈仁 普罗米修斯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奚榜 无上游戏 《作品》2019年第2期 2019年2月

遐生 夜空中的太阳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3月

遐生 阿米巴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8月

夏冰 失踪的战争机器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4月

夏笳 爱的二重奏 《人民文学》2019年11期 2019年11月

小平桑 宋国的外星人 蝌蚪五线谱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小萨 深潜者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小述 异香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中篇二等

奖
2019年12月

辛波斯卡 神的语言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新雾寺
不存在的旅行番外 · 

老古玩店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3月

新雾寺
不存在的旅行番外 · 

夜与白夜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3月

星雨海 你好布丁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幸运黑兔 上帝求死 《科幻世界》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熊错 最后的作家 《科幻世界》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熊锴 一桩旋疑案 《科幻世界》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修新羽 隔阂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修新羽 地球崇拜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修新羽 夏娃与夏娃 《西部》2019年第2期 2019年2月

徐衎 俄狄浦斯2184 《西部》2019年第2期 2019年2月

薛濛远
镜子彼端的乌托邦世

界
《上海文学》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雪糕掉地 替身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闫志洋 桃花源记秘 《X的诞生》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年11月

严仲杰 反义星球 《科幻世界》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杨枫 毕业讲稿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杨林

七个吻，两封情书，

以及木卫四上的最后

一次吻别

《科幻世界》2019年8月刊 2019年8月

杨平 陶寺之树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杨晚晴 倒悬山 《西部》2019年第2期 2019年2月

杨晚晴 拟人算法 蝌蚪五线谱2019年03月 2019年3月

姚雨菲 乌鲁鲁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短篇三等

奖
2019年12月

叶钩 “消失”的爱人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曳戈 摆渡曲 不存在科幻2019年09月 2019年9月

一帆 追忆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一骑星尘 捡“垃圾”的男人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5月

一骑星尘 奇遇之时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7月

一骑星尘 精炼塔的守护者 《科幻世界》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一骑星尘 城与飞鸟 《科幻世界》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一骑星尘 一个拳手的来信 蝌蚪五线谱2019年05月 2019年5月

一骑星尘 最后的女演员 《科幻世界》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伊格言（台） 再說一次我愛你 《聯合報》2019年12月29-30日 2019年12月

伊槐 往事如书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依久九六 倒错的星空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9月

亦落芩 老有所为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银心 濒死的永生者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尹俊杰 广域静默 《科幻世界》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犹在 苏醒中的长眠者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7月

有人 保护孩子 蝌蚪五线谱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于博 蜃城
第五届晨星科幻文学奖最佳“哩扣哩扣

”叙事文学奖
2019年11月

于博 伴你高歌 不存在科幻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渔火 失物招领处 超好看故事APP 2019年8月

与非 亚原子世界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元素-砹铟锶钽 药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猿向野 少女与城与海 《科幻世界》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云游君 从来如此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云游君 仓鼠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芸香 卖秘密的人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张成超 方舟
首届三体主题科幻征文大赛短篇三等

奖
2019年12月

张国欣 追光者 蝌蚪五线谱2019年03月 2019年3月

张建凯 子非鱼 《科幻世界》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张静 射日 《科幻立方》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张庆翥 变形记 《科幻世界》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张庆翥 异体孤魂 《科幻世界》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张冉 末世 《天涯》2019年5期 2019年9月

张益达 英雄的黎明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张宇成 转染 《西部》2019年第2期 2019年2月

赵海虹
姑娘，请摘下你的美

瞳
《科幻世界》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赵海虹 月涌大江流 不存在科幻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赵垒 回望深渊 《未来人不存在》作家出版社 2019年5月

赵垒 再定义 《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6-7期 2019年2月

赵垒 走麦城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赵垒 时间涡轮 不存在科幻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赵言 致混蛋们 蝌蚪五线谱2019年06月 2019年6月

赵言 最后的故事 蝌蚪五线谱2019年09月 2019年9月



折耳兔 我们机器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蜘蛛 生日快乐 《X的诞生》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年11月

钟云 暗杀马拉约纳 不存在科幻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重水冷却 信号危机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周华杰 时间徒刑 《科幻世界》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昼温 偷走人生的少女 《未来人不存在》作家出版社 2019年5月

昼温 泉下之城 不存在·科幻春晚 2019年2月

昼温 沉默的音节 《青年文学》2019年第7期 2019年7月

昼温 失语之爱 不存在科幻2019年08月 2019年8月

昼温 白虫 不存在科幻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昼温 余光中的女孩 不存在科幻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昼温 爱瘾 《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6-7期 2019年2月

子独
丈夫，女人，诡异的

事
不存在2019年3月 2019年3月

祖一鸣 迟到的光
《邂逅新星：“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佳作集（科幻卷）》大连出版社
2019年7月

左洛复 深渊回望 《科幻世界》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左洛复 死者之塔 《科幻世界》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候选参考名单》
少儿科幻中长篇小说

作者 标题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安小橙 机器人豆二（上下全两册）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茶橙 盗蛋飞客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

年2月刊
2019年1月

茶橙 管道里的美食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

年7月刊
2019年7月

超侠 功夫恐小龙 海燕出版社 2019年8月

陈茜 货不对版的机器人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

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陈艺新 蛮糖部落-月之暗面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11月

陈艺新 蛮糖部落-彗星之痕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11月

陈艺新 蛮糖部落-神舟怒吼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11月

陈艺新 蛮糖部落-神舟怒吼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年11月

郭妮
星海战神阿多拉基-废墟中的幸存

者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郭妮 星海战神阿多拉基-在黑暗处闪光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郭妮 星海战神阿多拉基-消失的羽翼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郭妮
星海战神阿多拉基-拥抱潮汐的海

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郭妮 超感筑梦师1超能英雄尖叫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月

郭妮 超感筑梦师2时间妄想者游戏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月

郭妮 超感筑梦师3消失的红桃K密室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月

郭妮 超感筑梦师4不可思议植物园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月

郭妮 超感筑梦师6红金鱼合唱团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月

郭妮 超感筑梦师7潘多拉的神奇超市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月

郭妮
超感筑梦师8黄金夜超感筑梦师8黄

金夜莺与珍珠少女莺与珍珠少女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月

郭妮 超感筑梦师5微笑蜘蛛博物馆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月

黄春华 时空历险三剑客-追踪博物馆宝石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黄春华 时空历险三剑客-爷爷是个老海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黄春华 时空历险三剑客-千年石怪惊魂记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黄春华 时空历险三剑客-穿越秦朝大营救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黄春华 时空历险三剑客-误入月球迷宫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江波 无边量子号-启航 安徽少儿出版社 2019年12月

姜永育 大战超能机器人(1-3册) 四川科技出版社 2019年3月



凯叔
神奇图书馆海洋x计划-海中霸主来

袭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9年8月

凯叔 神奇图书馆海洋x计划-虎鲸大反击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9年8月

凯叔 神奇图书馆海洋x计划-南极密境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9年8月

凯叔
神奇图书馆海洋X计划-科学小组

的危机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9年8月

孔云峰 四翼奇探-探秘机械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2月

雷欧幻像 怪物大师21 异境的迷梦深渊 接力出版社 2019年12月

凌晨 开心机器人·黑暗大冒险 希望出版社 2019年8月

凌晨 开心机器人·神秘机器人 希望出版社 2019年8月

凌晨 开心机器人·重返旧时光 希望出版社 2019年8月

刘东 来自K星球的阳光长老 大连出版社 2019年5月

刘羽轩 宇宙方舟计划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9年11月

陆杨 病毒入侵 大连出版社 2019年1月

马传思 蝼蚁之城 中信出版社 2019年11月

毛小懋 时光男孩米小扬-偷走时间的树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毛小懋 时光男孩米小扬-超时空插班生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毛小懋 时光男孩米小扬-过不完的暑假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毛小懋 时光男孩米小扬-优等生大拍卖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毛小懋 时光男孩米小扬-变成大富豪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毛小懋
时光男孩米小扬-米小扬拯救米小

扬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木彬 多多有一个自由门 大连出版社 2019年6月

牧玲 智能少年-人脑联机 湖南少儿出版社 2019年5月

牧玲 智能少年-心灵大盗 湖南少儿出版社 2019年5月

彭柳蓉
我的同桌是外星人1:定制爸爸妈妈

(注音版)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4月

彭柳蓉
我的同桌是外星人2:超狗喳喳(注音

版)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4月

彭柳蓉
我的同桌是外星人3:飞碟kk的警告

(注音版)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4月

彭柳蓉
我的同桌是外星人4:真假阿尔法(注

音版)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4月

任军 星际天地 大连出版社 2019年6月

孙亚飞 原子王国历险记（全三册）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9年11月

索凤利 星宇迷踪－太阳系之暗物质精元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年9月

索凤利
星宇迷踪－太阳系之伽玛暴的毁灭

通道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年9月

索凤利
星宇迷踪－太阳系之暗物质星系的

怒火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年9月



索凤利
星宇迷踪－太阳系之最后的空间之

门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年9月

汤萍 神探四侠历险记：怪兽传说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4月

王洁 英灵之火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

年5月刊
2019年5月

王洁 蔷薇古城的夜莺之歌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

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王洁 柳柳 《十月少年文学》2019年8月2019年8月

王勇英 雪山上的机器人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4月

王勇英 鱼人密码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7月

王勇英 拯救奇怪岛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4月

小酷哥哥 神奇猪侠：外星人入侵地球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
2019年6月

小酷哥哥 神奇猪侠：学校藏了一只妖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

司
2019年6月

徐彦利 鬼点穴 少年发明与创造 2019年1-7月

许友彬(马来西亚)
人工智能科幻三部曲-醒来还能看

见你吗?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10月

许友彬(马来西亚)
人工智能科幻三部曲-听说你欺骗

了人类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1月

杨华 少年AI和狗 大连出版社 2019年6月

杨鹏 动物变形侠-我的爸爸是熊人 安徽少儿出版社 2019年11月

杨鹏 动物变形侠-九尾狐的愤怒 安徽少儿出版社 2019年11月

杨鹏 动物变形侠-魔法权杖 安徽少儿出版社 2019年11月

杨鹏 动物变形侠-异能觉醒 安徽少儿出版社 2019年11月

杨鹏 动物变形侠-工夫白鲨 安徽少儿出版社 2019年11月

杨鹏 动物变形侠-不死鸟传说 安徽少儿出版社 2019年11月

杨鹏 大战外星人-飞碟入侵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杨鹏 大战外星人-地球保卫战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杨鹏 大战外星人-冲出太阳系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杨鹏 大战外星人-超级宇宙战舰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杨鹏 大战外星人-重返地球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12月

叶知微 奇门小队·深海绝地的秘密 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叶知微 奇门小队·世界尽头的召唤 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源娥 时间超市 大连出版社 2019年6月

张之路 小猪大侠1:变成荧光小猪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9月

张之路 小猪大侠2：逃离动物学校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9月

张之路 小猪大侠3：替身的命运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9月

张之路 小猪大侠4：真假莫跑跑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9月

张之路 小猪大侠5：偷来的男主角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9月

张之路 小猪大侠6:无人机的秘密 浙江少儿出版社 2019年9月



赵华 除夕夜的礼物 大连出版社 2019年6月

赵华 猩王的礼物 大连出版社 2019年1月

赵华 卡加布列岛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年3月

赵华 蜗牛骑士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9年4月

赵华 外星瞳 万卷出版公司 2019年5月

赵华 世界第一朵花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

赵华 礼物 读友·炫动版 2019年2-4月

赵华 沙漠骆驼 读友·中长篇版 2019年4-5月

赵华 罗斯威尔宝石 十月少年文学 2019年10月

赵华 古扇之谜 北方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9年8月

周鲁
栀子猫的奇幻编程之书——21天探

索信息学奥赛C++编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朱惠芳、胡优、

赵喻非、单斌
给孩子的科幻绘本：萨卡星人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年5月

朱惠芳、胡优、

赵喻非、单斌
给孩子的科幻绘本：误闯虫洞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年5月

朱惠芳、胡优、

赵喻非、单斌
给孩子的科幻绘本：黑洞制造者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年5月

朱惠芳、胡优、

赵喻非、单斌
给孩子的科幻绘本：星际大战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年5月

庄海燕
记忆大师-大脑传奇学院的冥想时

空
接力出版社 2019年2月

庄海燕 记忆大师-永无尽头的魔方迷宫 接力出版社 2019年2月

庄海燕 记忆大师-折叠时空的虫洞列车 接力出版社 2019年2月

庄海燕 记忆大师-不确定车站的超能战队 接力出版社 2019年2月



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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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科幻短篇小说

作者 标题 发表处 发表时间

37度 梧基星球 《科学启蒙》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阿西博士 海洋 《科学启蒙》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阿西博士 拆迁地球 《科学启蒙》2019年6月刊 2019年6月

艾天华 泪光陨石 《知识就是力量》2019年10期 2019年10月

半夏 一件特殊的绑架案 《科学启蒙》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丙等星 忠实的伙伴 《少年文艺》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超侠 狗船 《中国海洋报》2019年10月25日 2019年10月

陈茜 道格的秘密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6月刊 2019年6月

稻野熊 怪物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稻野熊 书虫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9月刊 ########

翟攀峰 恐龙星球 《少年文艺》2019年8月刊 2019年8月

非攻 行云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格利泽581d，一位普

通居民的工作经历
黄圣与 《知识就是力量》2019年04期 2019年4月

好奇 猎人哈比的宝藏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何涛 唤不醒的机器人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何涛 绿野星球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胡晓霞 K619星球遗民日记 《东方少年》2019年11期 2019年11月

纪达虏 极地之花 《科学启蒙》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纪达虏 沙猫 《科学启蒙》2019年8月刊 2019年8月

今里 无名英雄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李晓虎 外星人的干燥剂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8月刊 2019年8月

李晓虎 流星种子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连城 天坑隐士 《东方少年》2019年2期 2019年2月

连洳葶 时间手环 《课堂内外》（小学版）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两色风景 你并不是孤单一人 《中国校园文学》2019年12期 2019年12月

刘芳芳 倒着生长的星球 《山海经·少年版》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刘芳芳 进入四维空间 《快乐童话》2019年1、2月合刊 2019年2月

刘芳芳 我的隐形朋友 《快乐童话》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刘芳芳 来自它的父爱 《雨露风》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刘昊昕 被禁锢的光 《中国校园文学青春号》2019年10期 2019年10月

刘金龙 我的”魔法笔” 《小学生之友》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刘金龙 发热的发夹 《小学生之友》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陆杨 觉醒 《童话王国·文学大师班》2019年1月 2019年1月



陆杨 外星沙漏 《童话王国·文学大师班》2019年4月 2019年4月

陆杨 萨嘎星的蚂蚁人 《童话王国·文学大师班》2019年9月 2019年9月

露苑 恶魔之花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宓泽璇 父爱 《科学故事会》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明明知道 叶李华 《知识就是力量》2019年12期 2019年12月

木糖 空中的雨杰 《东方少年》2019年3期 2019年3月

沐沐（李霞） 记忆碎片 《小溪流》2019年9月刊 2019年9月

沐沐（李霞）
潜在行为障碍综合

征之谜
《小溪流》2019年1、2月合刊 2019年2月

排骨先生 偷来的弟弟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彭柳蓉 守护群星的男孩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奇门小队 叶知微 《知识就是力量》2019年10期 2019年10月

邵子岐 图灵幻梦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是神非神 李昂 《知识就是力量》2019年01期 2019年1月

霜月红枫 植物胶水 《科学画报－校园版》2019年01期 2019年1月

霜月红枫 全民偶像 《科学画报－校园版》2019年12期 2019年12月

孙瑶
我是机器人，编号

20518
《东方少年》2019年5期 2019年5月

孙永传 时光倒流记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王柯玮 审判尼斯 《少年文艺》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王馨艺 失忆胶囊 《课堂内外》（小学版）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小高鬼 完美缺陷 《中国校园文学》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星河 炸进时间漩涡 《东方少年》2019年7、8期合刊 2019年8月

徐东泽 星海拦截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7月刊 2019年7月

徐彦利 陆士谔的2149 《科学故事会》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雪瀛 笑面蝶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3月刊 2019年3月

驯龙少年 陆杨 《知识就是力量》2019年02期 2019年2月

叶李华 隐形奇案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叶李华 生日礼物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叶李华 爷爷的心事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叶李华 独树一帜 《科学故事会》2019年12月刊 2019年12月

依久九六 逃离M169 《漫客－小说绘》2019年2月上半月刊 2019年2月

依久九六 倒错的烟火 《漫客－小说绘》2019年2月下半月刊 2019年2月

依久九六 另一个我们 《漫客－小说绘》2019年5月上半月刊 2019年5月

依久九六 倒错的雨幕 《漫客－小说绘》2019年6月上半月刊 2019年6月



依久九六 安岭市陷落 《漫客－小说绘》2019年11月上半月刊 2019年11月

依久九六 赛丽亚的心脏 《漫客－小说绘》2019年11月下半月刊 2019年11月

攸斌 我的神秘同桌 《小溪流》2019年1月刊 2019年1月

攸斌 智“逗”机器人 《青少年科技博览》2019年8月刊 2019年8月

侑子
宇宙拍卖中心的神

秘人
《科学启蒙》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侑子 最稀缺的能源 《科学启蒙》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长巷 填海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赵华 罗威尔宝石 《十月少年文学》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

赵华 礼物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2月刊 2019年3月

赵华 火星假牙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4月刊 2019年4月

赵华 拯救者九号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6月刊 2019年6月

赵华 阿尔法泡泡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0月刊 2019年10月

赵龙军 王瓜秘境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2月刊 2019年2月

芝墨 柯卡星奇遇记 《科学启蒙》2019年5月刊 2019年5月

芝墨 异度空间之旅 《科学启蒙》2019年6月刊 2019年6月

周峳彤 我给牛顿捣个乱 《课堂内外》（小学版）2019年11月刊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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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 我不属于他们 [英]舟·沃顿 刘晓桦 天地出版社

长篇 全能侦探社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姚向辉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

出版社

长篇 觉醒的众神 [加]沙利文·纽威尔 吴华 天地出版社

长篇 巧合制造师 [以]约夫·布卢姆 叶毓蔚 中信出版社

长篇 沙堡帝国 [美]凯拉·奥尔森 紫竹 天地出版社

长篇 约翰的预言 [美]斯蒂芬·金 辛涛/刘若跃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 我的世界：海岛 [美]马克斯·布鲁克斯 胡佳斐 人民邮电出版社

长篇 烽火游戏1：战争学徒 [美]S.J.金凯德 王小亮 天地出版社

长篇
烽火游戏2：战争法

则
[美]S.J.金凯德 王小亮 天地出版社

长篇
烽火游戏3：战争玩

家
[美]S.J.金凯德 王小亮 天地出版社

长篇 星髓 [美]罗伯特·里德 加耶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篇 水刀子 [美]保罗·巴奇加卢皮 穆卓芸 文汇出版社

长篇 神秘博士：四维深渊 [英]特雷沃·巴克森代尔 吕灵芝 新星出版社

长篇
神秘博士：耀眼的黑

暗
[英]马克·米查洛斯基 宋雅雯 新星出版社

长篇 神秘博士：噬悲者 [英]汤米·唐巴万德 段歆玥 新星出版社

长篇 金色机械 [日]恒川光太郎 夏殊言 化学工业出版社

长篇 雷切帝国2 [美]安·莱基 崔学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长篇 夜袭动物园 [美]比尔·布龙 黄瑶
未读·文艺家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

长篇 太阳王与海妖 [美]冯达·N.麦金泰尔 王金 天地出版社

长篇 火星超人 [美]弗雷德里克·波尔 雒城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篇 太阳系大乐透 [美]菲利普·迪克 魏春予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篇 最后死亡的是心脏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邹殳葳 河南大学出版社

长篇 觉醒Ⅰ：提取 [英]RR·海伍德 陈磊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长篇 觉醒Ⅱ：执行 [英]RR·海伍德 陈磊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长篇 觉醒Ⅲ：灭绝 [英]RR·海伍德 陈磊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长篇 2001：太空漫游 [英]阿瑟·克拉克 郝明义 上海文艺出版社

长篇 我的爸爸在火星 克丽丝塔•万•多尔查 刘芳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长篇 快乐贩卖机 [美]凯蒂·威廉斯 施霁涵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

版社



长篇 星空深处 [美]范诗蓉 蒋一书 中国言实出版社

长篇 死亡的故事 [美]大卫·伊格曼 李婷燕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长篇
威廉·温顿：无人能

解之谜
[挪威]博比•皮尔斯 李菁菁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 睡美人 [美]斯蒂芬·金/[美]欧文·金 陈杰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

版社

长篇 地球的回忆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 仇春卉 新星出版社

长篇 地球的呼唤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 仇春卉 新星出版社

长篇 地球的新生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 仇春卉 新星出版社

长篇 失控的地球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 仇春卉 新星出版社

长篇 地球飞船 [美]奥森·斯科特·卡德 仇春卉 新星出版社

长篇 自指引擎 [日]圆城塔 丁丁虫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 深渊 [加]尼克·卡特 黄冰倩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长篇 军团 [加]尼克·卡特 朱嘉琳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长篇 彩虹尽头 [美]弗诺·文奇 岛岛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长篇 龙蛋 [美]罗伯特·福沃德 宽缘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篇 陨落的众生 [加]沙利文·纽威尔 郑澜 天地出版社

长篇 超能第七感·碰撞 [美]金伯利·麦克雷特 赵晖 天地出版社

长篇 通往宇宙之门 [美]弗雷德里克·波尔 严伟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篇 克莱因壶 [日]冈岛二人 张舟 化学工业出版社

长篇 地球副本 [美]威尔·麦金托什 王焱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长篇 涌变 [美]丹尼尔·苏亚雷斯 姚向辉 化学工业出版社

长篇 冰上斯芬克斯 [法]儒勒·凡尔纳
袁树仁/李葆

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 南方之星 [法]儒勒·凡尔纳 许崇山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 没有终点的生命 [法]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 袁俊生 中信出版集团

长篇 水形物语
[美]吉尔莫·德尔·托罗/[美]丹

尼尔·克劳斯
吴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长篇 立于桑给巴尔 [英]约翰·布鲁纳 老光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篇
灵魂漫长而黑暗的茶

点时间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姚向辉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

出版社

长篇 末世之路 [美]梅格·埃利森 李永学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长篇 走错时空的人 [加]西娅·林 戚悦 天津人民出版社

长篇 质量效应仙女座
[美]N.K.杰米辛/[美]麦克·华

尔特
由美 新星出版社

长篇 代体 [日]山田宗树 赵建勋 上海文艺出版社

长篇 星河战队 [美]罗伯特·海因莱因 吴鸿 上海文艺出版社

长篇 下町火箭 [日]池井户润 吕灵芝 新星出版社

长篇 沙丘6：圣殿沙丘 [美]弗兰克·赫伯特 戚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长篇 炼金术战争：机械人 [美]伊恩·特里吉利斯 朱佳文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篇 智能风暴：头号嫌犯 [德]卡尔·奥斯伯格 叶柔寒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长篇 万物的终结 [美]约翰·斯卡尔齐 姚向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长篇 消失的世界 [美]汤姆·斯维特里奇 张乐 江西人民出版社

长篇 “红色风暴”行动 [美]汤姆·克兰西
郭昌晖/张玉

莲/王芬
上海译文出版社

长篇 末日迁徙 [英]莫欣·哈米德 匡咏梅 南海出版公司

长篇 百变王牌 [美]乔治·R.R.马丁 王予润 重庆出版社

长篇 百变王牌·王牌云巅 [美]乔治·R.R.马丁 王凌 重庆出版社

长篇 百变王牌·疯狂鬼牌 [美]乔治·R.R.马丁 陆小夜 重庆出版社

长篇 百变王牌·王牌旅途 [美]乔治·R.R.马丁 王凌 重庆出版社

长篇 百变王牌·深入污秽 [美]乔治·R.R.马丁 王凌 重庆出版社

长篇 百变王牌：最后王牌 [美]乔治·R.R.马丁 王凌 重庆出版社

长篇 双子杀手 美国泰坦图书
陈拔萃/洪丹

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长篇 巴斯-拉格：地疤 [英]柴纳·米耶维 胡绍晏 重庆出版社

长篇
巴斯-拉格：钢铁议

会
[英]柴纳·米耶维 胡绍晏 重庆出版社

长篇 黑镜 [德]卡尔·奥斯伯格 叶柔寒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长篇 环形物语 [瑞典]西蒙·斯塔伦海格 汪洋 浙江文艺出版社

长篇 洪水来客 [瑞典]西蒙·斯塔伦海格 汪洋 浙江文艺出版社

长篇 可怕的乖孩子 [加]凯瑟琳•奥斯汀 瑞希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长篇 太阳与少女 [日]森见登美彦 吴曦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
星际争霸·我，蒙斯

克
[英]格雷厄姆·麦克内尔

林虹宇/饶峻

伉
新星出版社

长篇 冲破黎明 [美]阿历克斯·欧文 夏青 新星出版社

长篇 水形物语
[美]吉尔莫·德尔·托罗/[美]丹

尼尔·克劳斯
李镭 新星出版社

长篇 圣天秤星 [英]彼得·汉密尔顿 段宗忱 上海人民出版社

长篇 绝望俱乐部 [新加坡]王清佩 宋伟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 裁决者 WillemijnDicke/DirkHelbing 姜达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长篇 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 [英]内维尔·舒特 陈婉容
拜德雅丨西南师范大

学出版社

长篇 沙德维尔的暗影 [英]詹姆斯·洛夫格罗夫 王予润 浙江文艺出版社

长篇 塔拉尼斯之鹰 [英]艾利克斯·伍尔夫 张秀娟 浙江文艺出版社

长篇 凤凰石的召唤 [英]艾利克斯·伍尔夫 郑琴 浙江文艺出版社

长篇 夏日永别 [美]雷·布拉德伯里 由美 上海译文出版社

长篇 魔力的胎动 [日]东野圭吾 王蕴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长篇 伞学院：天启组曲
[美]杰拉德·威/[巴西]加百列·

巴
MetalDudu 新星出版社

长篇 中央星站 [以]拉维·提德哈 陈阳 中信出版集团

长篇 光环新斯巴达 [美]马特˙弗贝克 炒鸡 新星出版社

长篇 猎魔人7：湖中女士 [波]安德烈·斯帕克沃斯基 小龙/乌兰 重庆出版社



长篇 我们盗走星座的理由 [日]北山猛邦 张北辰 新星出版社

长篇 入侵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朱子仪 广东人民出版社

长篇 战神
[美]克里斯˙罗伯森著，[美]托

尼˙帕克绘
周唯 新星出版社

长篇 龙牙 [美]迈克尔·克莱顿 王爽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 唯恐黑暗降临 [美]L.斯普拉格·德·坎普 华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 水母不会冻结 [日]市川忧人 金静和 新星出版社

长篇 玻璃鸟不会归来 [日]市川忧人 穆迪 新星出版社

长篇 蓝玫瑰不会安眠 [日]市川忧人 吕灵芝 新星出版社

长篇 等待去年来临 [美]菲利普·迪克 李天奇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长篇 黑暗宇宙 [美]丹尼尔·F.伽卢耶 华龙
《银河边缘》1-3辑

连载

短篇集
神秘博士：12位博

士，12个故事
[美]尼尔·盖曼 姚向辉 译林出版社

短篇集 老威尔的行星 [日]小川一水 丁丁虫 等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短篇集 寻梦芦笛 [日]上田早夕里 丁丁虫 等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短篇集 老威尔的行星 [日]小川一水 丁丁虫 等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短篇集 盖娅的惩罚 [美]南希·克雷斯 梁涵 / 妲拉 东方出版社

短篇集 2081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唐建清、王宇

光、小二 等
中信出版集团

短篇集 全面回忆 [美]菲利普·迪克 孙加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短篇 巫毒星球 [美]安德烈·诺顿 华龙
《银河边缘3》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耀斑时间 [美]拉里·尼文 罗妍莉
《银河边缘4》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月球孤儿 [美]克莉丝汀·凯瑟琳·露什 艾德琳 童文
《银河边缘5》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电脑幽灵 [美]拉尔夫·罗伯茨 陈日锋
《银河边缘3》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身着绿裙，小丑环伺 [美]罗伯特·T.杰舍尼克 罗妍莉
《银河边缘3》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黄金前线静悄悄
[西班牙]阿尔瓦罗·齐诺斯-阿

马罗
刘为民

《银河边缘3》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一秒而已 [美]卢·J.伯格 张羿
《银河边缘3》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祈祷天梯 [美]玛丽娜·罗斯泰特 肖承捷
《银河边缘3》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未解谜的电波 [美]杰克·麦克德维特 刘文元、乔丽
《银河边缘4》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机器的脉搏 [美]迈克尔·斯万维克  华龙
《银河边缘4》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梵蒂冈喜讯 [美]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刘为民
《银河边缘4》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孤独的我 [美]埃德·麦克考温 刘皖竹
《银河边缘4》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机器人粉丝进阶 [新加坡]维娜·杰敏·普拉萨德 耿辉
《银河边缘4》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一封公开信 [美]刘宇昆 耿辉
《银河边缘4》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全损 [美]凯莉·英格利什 艾德琳
《银河边缘5》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雷神遇见美国队长 [美]大卫·布林 罗妍莉
《银河边缘5》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巨怪例会之夜 [美]布伦南·哈维 孙梦天
《银河边缘5》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菠菜罐头之子 [美]罗伯特·T.杰舍尼克  李兴东
《银河边缘5》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卡桑德拉 [美]C.J.彻里 罗妍莉
《银河边缘5》人民

文学出版社

中短篇 脐 [美]特德·姜 耿辉 《呼吸》译林出版社

中短篇
焦虑是自由引起的眩

晕
[美]特德·姜 耿辉 《呼吸》译林出版社

中短篇 鹦鹉之梦与提线木偶 [日]藤井太洋 田田
《科幻世界》2019年

1月刊

中短篇 边境星两小时 [澳]肖恩・麦克马伦 王欣
《科幻世界》2019年

2月刊

中短篇 勿忘瑞秋 [美]戴夫・克里克 艾德琳
《科幻世界》2019年

3月刊

中短篇 你们这些机器人 [加]里奇・拉尔森 陈捷
《科幻世界》2019年

4月刊

中短篇 拉奇机器人 [加]里奇・拉尔森 竹鼠
《科幻世界》2019年

5月刊

中短篇 食人怪 [英]克里斯朵夫・纳托尔 李冲
《科幻世界》2019年

6月刊

中短篇 生存空间 [比]弗兰克・罗杰 邹运旗
《科幻世界》2019年

7月刊

中短篇 毋庸赘述的故事 [美]亚当・特洛伊・卡斯特罗 乔小帮主
《科幻世界》2019年

8月刊

中短篇 完美的黑夜 [美]理查德・帕克斯 邹运旗
《科幻世界》2019年

9月刊

中短篇 无痛 [加]里奇・拉尔森 张咪咪
《科幻世界》2019年

10月刊



中短篇 冬至 [美]麦克・雷克尼斯 李南星
《科幻世界》2019年

11月刊

中短篇 寻找立足之处 [美]玛丽莎・林根 孟捷
《科幻世界》2019年

12月刊

中短篇 试错法 [比]弗兰克・罗杰 朱知非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月刊

中短篇 双螺旋史书 [美]马修・雷克塞尔 Abelhinha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月刊

中短篇 章鱼大劫案 [加]里奇・拉尔森 赵若言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月刊

中短篇 家 [加]卡琳・洛奇瓦 陈捷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月刊

中短篇 欧罗巴幸存者 [美]玛丽安・J・戴森 三日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月刊

中短篇 量子植物园 [加]德里克・昆什肯 严伟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3月刊

中短篇 无名超人 [加]詹姆斯・艾伦・加德纳 朱知非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3月刊

中短篇 失联 [美]S・B・迪雅 任苇航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3月刊

中短篇 真才实学 [瑞士]弗洛里安・赫勒 Renne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5月刊

中短篇 小丑镇奇案 [美]麦克斯・格莱斯顿 兰莹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5月刊

中短篇 小路尽头的房子 [美]莫克・阿斯塔德 阿古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5月刊

中短篇 砹 [韩]张康明 陈建国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5月刊

中短篇 小行星上的托儿所 [加]凯莉・罗布森著 Renne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5月刊

中短篇
罗素姆万能机器人-

8？
[美]苏珊・帕尔梅 许言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7月刊

中短篇 刻板中尉 [美]克里斯汀・凯瑟琳・鲁施 阿古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7月刊

中短篇
艾丽丝・佩恩的时间

之旅
[美]凯特・哈特菲尔德 郑骁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7月刊

中短篇 射线枪爱情故事 [加]詹姆斯・艾伦・加德纳 朱知非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7月刊

中短篇 被献祭的铁 [美]特德・科斯玛特卡 Renne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9月刊



中短篇 你的脸 [美]蕾切尔・斯韦尔斯基 竹鼠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9月刊

中短篇 寄养星球 [加]朱莉・E・塞尔达 萧傲然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9月刊

中短篇 魔术师 [日]小川哲 丁丁虫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宇宙石油拉面 [日]祚刈湯葉 王小也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双星・飓风・离线人 [日]小川一水 田田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最后的锚栓 [日]八岛游舷 郑双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机巧伊武 [日]乾绿郎 田田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电脑婆婆 [日]泽村伊智 惜狐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尸舞图 [日]朝松健 田田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李林塔尔的后裔 [日]上田早夕里 不来方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报春鸟 [日]乾石智子 惜狐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新娘 [日]立园透耶 张真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马杜克紧急法令“-

200”
[日]冲方丁 树懒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0月刊

中短篇 星震 [美]罗伯特・L・福沃德 孙加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1月刊

中短篇 乐意的身，勉强的心 [美]玛丽・韦伯特 奚家骅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1月刊

中短篇 隙行者之梦 [英]亨利・萨布兰斯基 崔龚荣秀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1月刊

中短篇 甜蜜之家 [比]弗兰克・罗杰 戚羊
《科幻世界译文版》

2019年11月刊

中短篇 判处捡垃圾三吨之刑 [日]福田和代 童晓薇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火酒草与猫 [日]林让治 刘金举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你相信不老不死吗 [日]高井信 刘金举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接骨木之岛 [日]高野史绪 祝力新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量身定“写”之书 [日]福田和代 刘金举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克隆体质 [日]高井信 刘金举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判处一百五十分贝噪

音之刑
[日]福田和代 童晓薇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祈祷 [日]藤井太洋 崔雪婷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身影效果 [日]高井信 刘金举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船歌 [日]高野史绪 祝力新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最后的“约翰” [日]福田和代 刘金举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推开眼前这扇门 [日]堀晃 刘金举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梦祸 [日]立原透耶 田静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孟婆汤 [日]福田和代 刘金举
《时光囚徒》台海出

版社

中短篇 光棍节 [澳]萨曼莎·默里 陈捷
《希望之地》中信出

版社

中短篇 丽姬亚海滨 [美]卡罗琳·艾夫斯·吉尔曼 何翔
《希望之地》中信出

版社

中短篇 记忆艺术家 [英]伊恩·R·麦克劳德 何锐
《希望之地》中信出

版社

中短篇 水钻 [加]德里克·昆什肯 何锐
《希望之地》中信出

版社

中短篇

我们现在的样子，我

们将来的样子：人类

的未来

[美]加里·韦斯特福尔 何锐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变寿司”的女娃 [美]帕特·卡迪根 陈捷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修正者 [美]保罗·J·麦考利 阿古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两年人 [加]凯莉·罗布森 罗妍莉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星舰孕育者 [法]艾利亚特·德·波达 钟海丽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精灵的妻子 [英]伊恩·麦克唐纳 任晓宇、何锐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生命奏鸣曲 [美]蕾蒂·普雷尔 杨予婧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死而复生 [美]特里·比森 何翔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是子非子 [美]特德·科斯玛特卡 秦鹏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在混聚人鸡尾酒会上 [美]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何锐
《未来人不存在》作

家出版社

中短篇 倾听者 [美]詹姆斯·埃德温·冈恩 何锐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倾听者）

中短篇 新加速剂 [英]H.G.威尔斯 李凤阳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创造者）

中短篇 科罗拉多大道 [美]莎拉·平斯克 邓攀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创造者）

中短篇 猩猩教皇 [美]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罗妍莉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创造者）

中短篇 共鸣计划 [美]多米尼加·菲特普雷斯 梁宇晗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创造者）

中短篇 天使路过的时间 [韩]金周永 邢青青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创造者）

中短篇 2889年的一天 [法]儒勒·凡尔纳 何锐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探索者）

中短篇 火星归来 [英]伊恩·沃森 梁杉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探索者）

中短篇 偕外星人同游 [美]卡罗琳·艾维斯·吉尔曼 罗妍莉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探索者）

中短篇 一跃万丈 [美]杰伊·沃克海瑟 何锐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探索者）

中短篇 来自陶乐德的旅人 [英]伊恩·R.麦克劳德 程静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探索者）

中短篇 冰 [加]里奇·拉森 傅临春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探索者）

中短篇 只争潮汐 [加]德里克·昆什肯 卢丛林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勇敢者）

中短篇 漫长的坠升 [美]威廉·莱德贝特 梁宇晗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勇敢者）

中短篇 光明未来 [英]约瑟夫·林德尔 阿古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勇敢者）



中短篇 百万年野餐 [美]雷·布拉德伯里 穆童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勇敢者）

中短篇 关于母亲的记忆 [美]刘宇昆 耿辉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勇敢者）

中短篇 眼中，心中，怀中 [澳]萨曼莎·穆雷 孙薇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勇敢者）

中短篇 来自未来的种子
[乌]弗拉基米尔·康斯坦金诺

维奇·阿列涅夫
王曦

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

系 （勇敢者）

中短篇 鬼故事研究 娜奥米·克雷泽 耿辉
《城市画报》2019年

6月



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候选参考名单》

非虚构作品

类别 作品名称 作者 出版单位

图书 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郭雯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 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1：危机叙事 黄鸣奋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 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2：后人类伦理 黄鸣奋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 认知陌生化：赫·乔·威尔斯科幻小说研究 黎婵 科学出版社

图书 俄语科幻小说篇章范畴研究 邱鑫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图书 英美科幻小说科技伦理研究 刘晓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 未来的坐标：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科幻论集 王瑶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
反乌托邦极权的寓言：整本读《一九八四

》
王召强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 弗兰肯斯坦的阴影：科幻电影套路 杨吉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
论尽星航从空想的科幻奇谭到切实的星际

航行
李逆熵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
明日的王者人工智能科幻电影中的信息科

技
冯志刚、王麟 科学出版社

图书 迷途的苍穹：科幻世界漫游指南 汪诘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
异域空间的神秘使者科幻电影中的奇异生

命
王麟 科学出版社

图书 科学幻想 吴岩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图书 《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 朔方
人民交通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图书 三体秘密 田加刚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 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 吴飞 三联书店

报刊类
《被光抓走的人》: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

西
柳青

文汇报/2019年/12月/24

日/第010版

报刊类
《被光抓走的人》:轻科幻外壳下的情感拷

问
秦喜清

中国电影报/2019年/12月

/25日/第002版

报刊类
“流浪”突围的国产科幻影视，如何建立专

业形象?
郑周明

文学报/2019年/6月/27日

/第002版

报刊类 《流浪地球》带来的思考 袁跃兴
团结报/2019年/2月/16日

/第006版



报刊类 《流浪地球》何以突出重围 姜天骄
经济日报/2019年/2月/11

日/第009版

报刊类
《流浪地球》:科幻冒险提供的乌托邦逃逸

空间
王霞

中国电影报/2019年/2月

/28日/第007版

报刊类
《流浪地球》能否成为撬动中国科幻电影

的支点
王磊

文汇报/2019年/2月/7日/

第002版

报刊类 《流浪地球》:让中国科幻电影不再“流浪” 饶丹、杨静
湖南日报/2019年/2月/22

日/第014版

报刊类 《流浪地球》实现中国科幻电影新突破 刘洋
中国文化报/2019年/2月

/14日/第005版

报刊类 《流浪地球》提升期待的水位 金苍
人民日报/2019年/2月/13

日/第005版

报刊类 《流浪地球》与“共同体美学” 饶曙光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9年/2月/20日/第

008版

报刊类 《流浪地球》折射源自现实的未来感 钟声
人民日报/2019年/2月/14

日/第003版

报刊类
《三体》的海外传播:关于网络平台的读者

调查
何明星、范懿

中华读书报/2019年/9月

/4日/第006版

报刊类 《上海堡垒》的“攻”与“守” 程波
中国电影报/2019年//8月

/21日/第002版

报刊类 《月球旅店》:浪漫的硬核科幻 倪思洁
中国科学报/2019年/10月

/25日/第006版

报刊类 被误读的科幻 胡珉琦
中国科学报/2018年/12月

/7日/第001版

报刊类
从《流浪地球》的成功看科幻小说的影视

改编
鲍远福

中国艺术报/2019年/2月

/27日/第003版

报刊类 从《流浪地球》可以看到什么? 陆弘石、王曌
中国电影报/2019年/3月

/6日/第002版

报刊类 从《月球旅店》看中国人的科幻梦 韩松
科技日报/2019年/11月/1

日/第008版

报刊类 电影《流浪地球》:“末世”中的“创世”之旅 夏立夫
中国艺术报/2019年/2月

/13日/第006版

报刊类 峰与谷——中国科幻电影的苏醒及挑战 电子骑士
文艺报/2019年/9月/2日/

第008版

报刊类 国产科幻电影发展亟须新生态助力 王姝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9年/12月/4日/第

008版

报刊类 合理释放科幻文化的社会效应 杨庆峰
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

/28日/第004版



报刊类
换个文学角度，谈“刘慈欣”的多种“打开”

方式
崔昕平

文艺报/2019年/2月/15日

/第007版

报刊类
科幻，给人类的思想插上翅膀读《给孩子

的科幻故事》有感
冯燕

新华书目报/2019年/4月

/19日/第021版

报刊类 科幻一一来自科学革命的礼物 苏湛
中华读书报/2019年/5月

/1日/第016版

报刊类 科幻:一种思维教育 刘英团
西安日报/2019年/2月/22

日/第012版

报刊类 科幻当红时尚背后是品质 孙承健
中国文化报/2019年/2月

/16日/第004版

报刊类 科幻视野下的青年写作 刘小波
文学报/2019年/6月/6日/

第008版

报刊类 科幻是创作者摊开的灵魂 陈陌
长江日报/2019年/2月/19

日/第015版

报刊类 科幻文化不破不立 覃皓珺
经济日报/2019年/12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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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爆款成功不可复制，继续守望“

黄金年代”
张远 钛媒体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的政治想象：以“人类”名义

要求“人”的牺牲
漂移周 澎湃思想市场

在线媒体
宝树｜与吴飞对话《三体》的哲学：在黑

暗森林中探索生命深度
宝树 澎湃思想市场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为什么引发“中国科幻电影元

年”大讨论
戴一 澎湃思想市场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并不完美，却是中国科幻电

影的里程碑
任冬梅 澎湃思想市场

在线媒体 我们建了一艘科幻飞船 大狗 机核

在线媒体 科幻产业发展观察 邵以南 原出处：新华网

在线媒体 科幻小说中的异数：评七马《异人行》 徐彦利 蝌蚪五线谱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首批影人测评：是时候仰望

星空了！
段子期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火星孤儿》让我想起了刘慈欣的科幻名

作《乡村教师》
严锋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的希望，也是《火星孤儿》

的希望
钛艺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献给流浪纪元——《流浪地球》最全解读

攻略
西夏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我爱北京第三区交通委 西夏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韩朵朵还要参加的高考，你能想象吗？

——谈《火星孤儿》里的高考工厂以及刘

洋的科幻设定

三丰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她们重塑着科幻的边界 张文焰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从《火星孤儿》中看到的现实和未来 付昌义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一张考卷的自我修养——《火星孤儿》书

评
晏如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太空航天科幻IP盘点 西夏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拯救两个世界的吊诡式中国教育 张懿红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火星孤儿》：掌控规律，就是掌控宇宙 安迪斯晨风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韩松：《火星孤儿》包含了科幻最重要的

精神
韩松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在古玛雅做一名天文学家是什么体验？

——《天象祭司》导读
宝树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我看到了中国科幻的希望 北星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科幻不论经典先锋，唯好故事永流传 徐洞天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火星孤儿》：去设定一个世界 王元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每个科幻迷都是“火种计划”的一部分 芶康淳/冯小玲

等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这次，高考考生们靠近了星星——评《火

星孤儿》
石晓贰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月球十二时辰——科幻大师们的月球编年

史
张文焰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我们何时去月球？ 姚雪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每个写科幻的人一生都应该去一次冷湖：

第二届冷湖奖见闻录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对星辰大海的向往 西夏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还不放过《上海堡垒》？看看科幻大师如

何吐槽经典科幻片
西夏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ZAO一夜爆红的背后，是当代青年重启人

生的决心
张文焰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你怎能不爱这片天地？——2019中国科幻

大会后记
张文焰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群星》配得上科幻文学被赋予的期许和

意义
伊夏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家园不在，星空安在 陈曜宇 八光分文化

在线媒体

这部电影吹响文化反攻的号角？

流浪地球何以大爆：燃烧生命创造的工业

奇迹

Muc虚空之翼 科幻世界

在线媒体 《科幻世界》四十岁 每经记者 科幻世界



在线媒体
【阿瑟·克拉克忌辰11周年】他为什么被誉

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幻作家”？
科幻世界SFW 科幻世界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全网上线，还记得贝加尔湖

的鲑鱼之约吗？
深思 科幻世界

在线媒体 诗意的中国式科幻浪漫奇想 蓝羽琪 科幻世界

在线媒体 无限到可怕的宇宙 姚海军 科幻世界

在线媒体
四时歌，梦归处

——浅谈《春之牙》与《归墟》
蓝羽琪 科幻世界

在线媒体
“人何以为人？”关于菲利普·迪克与TA们

的电子梦
Muc虚空之翼 科幻世界

在线媒体 我们“死磕”科幻，究竟是为了什么？ 微像文化 微像

在线媒体
从《苍穹浩瀚》到“NASA顾问”，微像带

你漫游2019美国星云奖
微像文化 微像

在线媒体 翡翠岛奇谭 胡玥 微像

在线媒体 世界之大，科幻可见 陈栩畅 微像

在线媒体
中国科幻电影有了希望，是因为它在为你

开路
兔子瞧 不存在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的后续，应该是一个刘慈欣

宇宙
苏小七 不存在

在线媒体 为什么说42是全宇宙最有趣的数字 高小山 不存在

在线媒体 没照片以前，科幻作家都是咋写黑洞的？ 船长 不存在

在线媒体

我去“红岸基地”原型地逛了逛，那儿好像

人类消失后的世界

（原文题为《时间之外的往事：三体红岸

基地原型“7010”远程预警雷达遗址行记

》）

赵洋 不存在

在线媒体 说出来可能不信，乔治·马丁给我发了个奖 昼温 不存在

在线媒体 当代孩子的世界观：万物有歪fai 船长 不存在

在线媒体
未来人类殡葬一览：太空中正飘着上千个

骨灰盒
Raeka 不存在

在线媒体
三体日文版来了，聊聊那些惊艳、糟糕、

荒诞的封面
三丰 不存在

在线媒体 韩松又得了一个奖，因为这个时代需要他 兔子瞧、船长 不存在

在线媒体 日本人在《三体》里看见了什么？ 船长等 不存在

在线媒体
长安十二时辰如何把“人肉信息检索”变成

古代黑科技？
唐时计 不存在

在线媒体 《上海堡垒》：中国科幻不只一种 未来事务管理

局

不存在



在线媒体
上热搜的讯飞，咋就成“大陆黑科技”代表

了
高小山 不存在

在线媒体
一颗流星砸在火锅摊上，中国科幻不会再

全灭了
蒙脱石散 不存在

在线媒体
通过算法的治理——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法

律转型
李晟 四十二史

在线媒体
走出人文主义的执念——谈中国当代科幻

文学
李松睿 四十二史

在线媒体 如何发现下一个刘慈欣？ 三丰 四十二史

在线媒体
中国科幻电影的荆棘之路——写在《上海

堡垒》上映之前
萧星寒 四十二史

在线媒体 绝境求生——《死在火星上》评论 安迪斯晨风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如果你的人生是薛定谔的猫——《人生算

法》评论
韬子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梦蝶与西洋钟——《如果末日无期》评论 钟天意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向浩瀚的星空致敬

——《异常生物见闻录》评论
安迪斯晨风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典型，却又绝非典型——《云球》评论
麻辣豆腐

w2005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一位科幻作者的进化史——评《地球无应

答》
吕默默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新人如何写好一部通俗科幻小说？评《灵

语》
贝叶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镜子里有什么——评《幻境之镜》 云无心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三生三世三万年：《被遗落的三万年》评

论
游者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心理科学的罪与罚：《临界》第一辑评论 何大江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确实，仅仅只是风景：评《角落：宇宙偷

渡》
旧书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套路化的反乌托邦：《世界的误算》评论
麻辣豆腐

w2005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牵线木偶的群戏：《世界的误算2》评论
麻辣豆腐

w2005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推理和科幻的一场联姻：《改写》评论 草根科幻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一次失败的“基因改写”：《改写》评论

（争鸣
万户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抽掉脊梁骨的孙大圣：评《未来》 钟天意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未来之后，仍是未来：评《未来》 任冬梅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诡秘之主》：蒸汽朋克嫁接克苏鲁 安迪斯晨风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割裂的故事，跳跃的进阶

——星云奖入围长篇《生命进阶》评论
科幻小筑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纵深的一步

——星云奖入围长篇《火星孤儿》评论

ARMSTRONG

NEROS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嵌套与轮回

——星云奖入围长篇《亡灵》评论
双翅目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从“垃圾围城”到“塑料王国”

——星云奖入围长篇《固体海洋》评论
任冬梅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科技惊悚小说，三幕剧，还是美剧？

——评长篇科幻小说《极度拖延》
Nivlacnel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臣服抑或宰制：高科技的两副面孔

——《临界·高科技罪案调查》第二辑评论
鲍远福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披着“快穿”皮的赛博朋克小说

——《攻略不下来的男人》评论
安迪斯晨风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当代少儿科幻发展概况

马传思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儿童科幻文学初探 董仁威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让科幻拥抱最广大的生命世界 王泉根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开心机器人》系列的叙事创新

——兼谈少儿科幻文学的儿童视角
徐彦利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中国少儿科幻的“当代”观察

崔昕平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星辰与大海——营造少儿科幻文学阅读环

境的思考
小高鬼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科幻长篇小说《群星》评论
万户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这是科幻小说曾经的模样

——《达尔文之惑》三部曲评论
郭为无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最本质的文学

——少儿幻想文学之荒诞派
郭伟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少儿科幻创作之我见 彭绪洛 星云科幻评论

在线媒体
千年之问:人类为什么始终走不出"黑暗森林

"？
吴飞

原出处：文化纵横（微信

公众号）

在线媒体
人性恶的极限究竟在哪里?——《三体》的

隐喻
吴飞

原出处：文化纵横（微信

公众号）



在线媒体
只属于过去的明天——弗雷德里克·波尔《

火星超人》评论
HeavenDuke

原出处：星云科幻评论

（微信公众号）

在线媒体 当代少儿科幻发展概况 马传思
原出处：星云科幻评论

（公众号）

在线媒体
麓麓《幻境之镜》：文学，是一场逆流而

行的回归
夏河

原出处：深港书评（微信

公众号）

在线媒体
漫长的告别：《流浪地球》中的意志与希

望
苏心 雅理读书

在线媒体 太空时代，我们将用一生去回家|科幻春晚 刘慈欣 “不存在”微信公众号

在线媒体
除了地球，任何城市都不足以称为“故乡”|

科幻春晚
郝景芳 “不存在”微信公众号

在线媒体 故乡是一座走不出来的迷宫|科幻春晚 那多 “不存在”微信公众号

在线媒体 互联网时代，乡愁在屏幕那头|科幻春晚 韩松 “不存在”微信公众号

在线媒体 评《百年中国科幻小说精品赏析》 齐剑
原出处：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公众号）　

在线媒体
“灰姑娘”华丽转身前后——回眸三十多年

前“科幻文学”的人与事
张静

原出处：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公众号）

在线媒体
万千热评，还是低估了《流浪地球》的意

义
李不太白 李不太白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岂止是科幻 宿正伯 沧海星辰

在线媒体 这样的「流浪地球」，你怕再看不到 毒Sir Sir电影

在线媒体
有些人全然不知时代变化，所以他们看不

懂《流浪地球》
汪海林 观察者网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带得动国产科幻片？ 六九的小号 虎嗅APP

在线媒体 关于《流浪地球》的50件事 娱理小理 娱理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中国人的科幻，中国式的

浪漫
李娜yuer 娜姐的光影笔记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与刘慈欣的宏观叙事 赵皓阳 大浪淘沙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特效解析，每一步都是挑战 幕后英雄APP 影视工业网

在线媒体 为什么美国拍不出《流浪地球》？ 斯大凌 幕味儿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我们不是超级英雄，但依然可

以拯救世界
滚君 摇滚客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宇宙乡愁 火柴Q 甲子光年

在线媒体 你们都在骂上海堡垒，我偏不骂 蔬菜的先生 火马科幻

在线媒体 什么是河南的科幻感？ 蔬菜的先生 火马科幻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一场35亿人的“春运” 一起拍电影编

辑部

一起拍电影

在线媒体
《上海堡垒》为什么没能成为《流浪地球

》？
骨朵编辑部 骨朵网络影视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中国人就这么想拯救地球？ 陆离人 世界观察局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的“理智与情感” 王诤 澎湃新闻

在线媒体 如何看待《流浪地球》的“喧哗声”？ 曾于里 澎湃新闻

在线媒体 《流浪地球》到底赢在哪？ 长江日报融媒

体

长江日报

在线媒体 雨果奖两度失声，中国科幻去哪了 六九的小号 虎嗅APP

在线媒体 中国科幻小说极简史 吴岩 文景

在线媒体 中国科幻的第二步怎么迈？ 一起拍电影编

辑部

一起拍电影

在线媒体 卡梅隆对话刘慈欣：科幻创作与中国科幻 Kong 游戏研究社

在线媒体 中国科幻电影往事 北方公园编辑

部

北方公园

在线媒体 中国科幻，真的达到世界级水平了吗？ 王村 大益文学

在线媒体

是同一座冰山吗？——从爱伦·坡《阿瑟·

戈登·皮姆历险记》到凡尔纳《冰上的斯芬

克斯》

钟天意 科幻百科

在线媒体
未完成的谢幕：从《1Q84》到《疯癫亚当

》三部曲
钟天意 科幻百科

在线媒体 未来何在？——评王小波《未来世界》 钟天意 科幻百科

在线媒体
倒放与鬼畜：浅谈《时间箭》与《时震》

中的时间游戏
钟天意 科幻百科

在线媒体 年终特辑一|那些留在2019年的人

HeavenDuke

、钟天意、Mr. 

Unicorn、折刀

科幻百科



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候选参考名单》

科幻美术作品

类别 作品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01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02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03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04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05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06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07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08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09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10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11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2019年12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01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02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03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04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05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06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07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08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09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10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11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译文版》2019年12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01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02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03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04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05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06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07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08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09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0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1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世界少年版》2019年12期封面画

期刊 《科幻立方》2019年6期

期刊 《银河边缘003：天象祭司》封面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3：天象祭司》“身着绿裙小丑环伺”插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3：天象祭司》“一秒而已”插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3：天象祭司》“巫毒星球”插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3：天象祭司》“绮月物语”插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4：多面AI》封面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4：多面AI》“机器的脉搏一”插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4：多面AI》“机器的脉搏二”插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4：多面AI》“天象祭司”插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4：多面AI》“耀斑时间”插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5：次元壁》封面画

期刊 《银河边缘005：次元壁》“地穹一”插图

期刊 《银河边缘005：次元壁》“地穹二”插图

期刊 《银河边缘005：次元壁》“唯恐黑暗降临”插图

期刊 《银河边缘005：次元壁》“月球孤儿”插图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3月号封面画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4月号封面画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5月号封面画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6月号封面画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7月号封面画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8月号封面画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9月号封面画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10月号封面画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11月号封面画

期刊 《科学Fans》2019年12月号封面画

期刊 《幻想少女》封面插画

期刊 《小说界》杂志插画《有人将至》

图书插画 《倾听者（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系）》封面画

图书插画 《创造者（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系）》封面画

图书插画 《探索者（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系）》封面画

图书插画 《勇敢者（少年科幻小说大奖书系）》封面画

图书插画 《未来人不存在》封面画

图书插画 《未来人不存在》插画5幅

图书插画 《烧火工》封面画

图书插画 《烧火工》插画13幅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封面画“捕捉水滴”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第137号文明”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第141号文明”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黑暗森林”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红岸基地”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降维打击”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蓝星”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冥王星地球博物馆”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末日之战”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曲率飞船”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人形智子”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三个故事”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三体游戏”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圣母的眼泪”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终点与起点”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宇宙坍塌”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三体装置最终版”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降维”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告别威慑纪元”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星环城”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捕捉水滴”

图书插画 《三体艺术插画集》“降维打击”

图书封面 《克苏鲁神话Ⅱ》封面

图书封面 《克苏鲁神话Ⅰ》封面

图书封面 《克苏鲁神话Ⅲ》封面

图书封面 《全面回忆》封面

图书封面 《裁决者》封面

图书封面 《星新一少年科幻·情感电视机》封面

图书封面 《星新一少年科幻系列》封面

图书封面 《星新一少年科幻系列》封面

图书封面 《星新一少年科幻系列》封面

图书封面 《星新一少年科幻系列》封面

图书封面 《苍穹浩瀚2》封面

图书封面 《烽火游戏1》封面

图书封面 《烽火游戏3》封面

图书封面 《烽火游戏2》封面

图书封面 《苍穹浩瀚1》封面

图书封面 《南方之星》封面

图书封面 《星髓》封面

图书封面 《雪国列车：终点》封面

图书封面 《环形世界工程师》封面

图书封面 《军团》封面

图书封面 《2081》封面

图书封面 《沙堡帝国》封面

图书封面 《穹顶之下》封面



图书封面 《11/22/63》封面

图书封面 《我不属于他们》封面

图书封面 《盖娅的惩罚》封面

图书封面 《太阳王与海妖》封面

图书封面 《神秘博士：12位博士，12个故事》封面

图书封面 《睡美人》封面

图书封面 《全能侦探社》封面

图书封面 《无人能解之谜》封面

图书封面 《纽约2140》封面

图书封面 《沙丘6》封面

图书封面 《星球大战如何征服全宇宙》封面

图书封面 《火星超人》封面

图书封面 《雨狗空间》封面

图书封面 《星际争霸:前线》封面

图书封面 《临界点3》封面

图书封面 《醉步男》封面

图书封面 《最后死亡的是心脏》封面

图书封面 《无名盛宴》封面

图书封面 《无光之地》封面

图书封面 《人生算法》封面

图书封面 《约翰的预言》封面

图书封面 《绘星者》封面

图书封面 《觉醒的众神》封面

图书封面 《致命引擎》封面

图书封面 《夜袭动物园》封面

图书封面 《深渊》封面

图书封面 《金色机械》封面

图书封面 《变形金刚》封面

图书封面 《神秘博士：噬悲者》封面

图书封面 《写作的禅机》封面

图书封面 《克苏鲁神话Ⅲ》封面

图书封面 《地球的回忆》封面

图书封面 《地球的呼唤》封面

图书封面 《真名实姓》封面

图书封面 《巧合制造师》封面

图书封面 《蓝莓村（云间王子：珍藏版）》封面

图书封面 《三个太阳（云间王子：珍藏版）》封面

图书封面 《天风怒（云间王子：珍藏版）》封面

图书封面 《我的世界：海岛》封面

图书封面 《超感筑梦师1超能英雄尖叫社》封面

图书封面 《未来》封面



图书封面 《月球房地产推销员》封面

图书封面 《残次品：完结篇》封面

图书封面 《时光之蜗》封面

图书封面 《涌变》封面

图书封面 《时光囚徒》封面

图书封面 《末日生存指南》封面

图书封面 《2018中国年度科幻小说》封面

图书封面 《银河边缘003：天象祭司》封面

图书封面 《地球飞船》封面

图书封面 《失控的地球》封面

图书封面 《地球的新生》封面

图书封面 《智能风暴：头号嫌犯》封面

图书封面 《如何建造一颗死星》封面

图书封面 《炼金术战争：机械人》封面

图书封面 《灵语》封面

图书封面 《AI迷航3》封面

图书封面 《水刀子》封面

图书封面 《百变王牌·疯狂鬼牌》封面

图书封面 《百变王牌》封面

图书封面 《流浪地球》封面

图书封面 《八十天环游地球》封面

图书封面 《越过星辰去看你》封面

图书封面 《地心游记》封面

图书封面 《星球大战6：群星之间》封面

图书封面 《漫威之父斯坦·李》封面

图书封面 《猫城记（现代名家画本）》封面

图书封面 《群星，我的归宿》封面

图书封面 《弗兰肯斯坦》封面

图书封面 《未来镜像Ⅱ》封面

图书封面 《邪恶装置》封面

图书封面 《黑暗平原》封面

图书封面 《罪孽赏金》封面

图书封面 《2010：太空漫游》封面

图书封面 《2001：太空漫游》封面

图书封面 《改写》封面

图书封面 《双星》封面

图书封面 《2061：太空漫游》封面

图书封面 《雷切帝国2》封面

图书封面 《临界ONE·１飞驰的灵魂》封面

图书封面 《塔拉尼斯之鹰》封面

图书封面 《3001：太空漫游》封面



图书封面 《“太空漫游”四部曲》封面

图书封面 《临界ONE·２我们》封面

图书封面 《临界ONE·３红书》封面

图书封面 《暗海沉沙》封面

图书封面 《超感追击》封面

图书封面 《众神与人类的战争》封面

图书封面 《第十二个天体》封面

图书封面 《通往天国的阶梯》封面

图书封面 《失落的国度》封面

图书封面 《当时间开始》封面

图书封面 《太阳系大乐透》封面

图书封面 《水形物语》封面

图书封面 《宇宙密码》封面

图书封面 《完结日》封面

图书封面 《不过神仙和没事妖怪》封面

图书封面 《梦境直播》封面

图书封面 《凤凰石的召唤》封面

图书封面 《银河界区三部曲Ⅰ深渊上的火》封面

图书封面 《觉醒Ⅰ：提取》封面

图书封面 《觉醒Ⅱ：执行》封面

图书封面 《觉醒Ⅲ：灭绝》封面

图书封面 《和名师一起读名著：朝闻道》封面

图书封面 《银河界区三部曲Ⅱ天渊》封面

图书封面 《平面国》封面

图书封面 《凡尔纳科幻4部曲》封面

图书封面 《何夕科幻精品系列》封面

图书封面 《神秘岛新科幻系列：猩王的礼物》封面

图书封面 《没有名字的人3》封面

图书封面 《临界TWO·６直到银河尽头》封面

图书封面 《临界TWO·４东方的战争》封面

图书封面 《临界TWO·５神使》封面

图书封面 《水母不会冻结》封面

图书封面 《世界的误算2：生而为人》封面

图书封面 《万物的终结》封面

图书封面 《幽灵舰队》封面

图书封面 《倾听者》封面

图书封面 《张之路科幻星球·魔表》封面

图书封面 《张之路科幻星球·霹雳贝贝》封面

图书封面 《张之路科幻星球·极限幻觉》封面

图书封面 《张之路科幻星球·非法智慧》封面

图书封面 《张之路科幻星球·小心猫房间》封面



图书封面 《我的爸爸在火星》封面

图书封面 《神秘岛新科幻系列：病毒入侵》封面

图书封面 《质量效应仙女座》封面

图书封面 《陨落的众生》封面

图书封面 《天幕——一个宇宙信息记录员的日记（第二版）》封面

图书封面 《时空典当行》封面

图书封面 《地球无应答》封面

图书封面 《我是刘慈欣》封面

图书封面 《时光信差》封面

图书封面 《没有名字的人4》封面

图书封面 《流浪地球》封面

图书封面 《龙蛋》封面

图书封面 《死亡的故事》封面

图书封面 《星空深处》封面

图书封面 《百变王牌》封面

图书封面 《隐身防晒霜》封面

图书封面 《角落》封面

图书封面 《老人的战争》封面

图书封面 《金色麦田》封面

图书封面 《极度拖延》封面

图书封面 《快乐贩卖机》封面

图书封面 《幻境之镜》封面

图书封面 《等你，在未来（第五季）》封面

图书封面 《猫城记》封面

图书封面 《超能第七感·碰撞》封面

图书封面 《未来人不存在》封面

图书封面 《代体》封面

图书封面 《变形金刚时代》封面

图书封面 《没有终点的生命》封面

图书封面 《弗兰肯斯坦的阴影》封面

图书封面 《未知罪案调查科：外星重案组》封面

图书封面 《发条橙》封面

图书封面 《神奇女侠与哲学》封面

图书封面 《天空使命》封面

图书封面 《菲利普·迪克的电子梦》封面

图书封面 《通往宇宙之门》封面

图书封面 《水形物语》封面

图书封面 《宇宙钟摆III终极诱惑》封面

图书封面 《时笙》封面

图书封面 《喝掉这“罐”书》封面

图书封面 《百变王牌·王牌云巅》封面



图书封面 《银河边缘004：多面AI》封面

图书封面 《2018中国最佳科幻作品》封面

图书封面 《自指引擎》封面

图书封面 《利维坦号战记I利维坦》封面

图书封面 《利维坦号战记II贝希摩斯》封面

图书封面 《利维坦号战记III歌利亚》封面

图书封面 《利维坦号战记航空手册》封面

图书封面 《末日曙光.上》封面

图书封面 《蝴蝶小筑》封面

图书封面 《百变王牌·深入污秽》封面

图书封面 《地球副本》封面

图书封面 《云穹之未来断点》封面

图书封面 《雪国列车》封面

图书封面 《勇敢者》封面

图书封面 《创造者》封面

图书封面 《探索者》封面

图书封面 《被遗落的三万年》封面

图书封面 《战锤:荷鲁斯之乱编年史》封面

图书封面 《雪山上的机器人》封面

图书封面 《“红色风暴”行动》封面

图书封面 《利维坦号战记》封面

图书封面 《幸存者游戏》封面

图书封面 《走错时空的人》封面

图书封面 《灰烬》封面

图书封面 《超凡.妲己的诅咒》封面

图书封面 《刘慈欣少年科幻科学小说系列第二辑》封面

图书封面 《给孩子的科幻绘本（全4册）》封面

图书封面 《绝望俱乐部》封面

图书封面 《星河战队》封面

图书封面 《沉睡者》封面

图书封面 《克莱因壶》封面

图书封面 《暗夜之奔》封面

图书封面 《银河界区三部曲Ⅲ天空的孩子》封面

图书封面 《银河界区三部曲》封面

图书封面 《图根星球的四个故事》封面

图书封面 《弹弓神警》封面

图书封面 《人类的未来》封面

图书封面 《彩虹尽头》封面

图书封面 《末日迁徙》封面

图书封面 《时间塔第一层·乱码》封面

图书封面 《冯内古特：最后的访谈》封面



图书封面 《可怕的乖孩子》封面

图书封面 《猫城记：漫画版》封面

图书封面 《黑镜》封面

图书封面 《猫城记》封面

图书封面 《记忆移植》封面

图书封面 《摘星》封面

图书封面 《神秘博士：耀眼的黑暗》封面

图书封面 《荒潮》封面

图书封面 《造物者之歌》封面

图书封面 《夏日永别》封面

图书封面 《希望之地》封面

图书封面 《冰上斯芬克斯》封面

图书封面 《下町火箭》封面

图书封面 《寻梦芦笛》封面

图书封面 《立于桑给巴尔》封面

图书封面 《猫城记》封面

图书封面 《诡秘之主1绯红之月》封面

图书封面 《乡村教师》封面

图书封面 《环形物语》封面

图书封面 《洪水来客》封面

图书封面 《沙德维尔的暗影》封面

图书封面 《太阳与少女》封面

图书封面 《末世之路》封面

图书封面 《百变王牌·王牌旅途》封面

图书封面 《圣天秤星》封面

图书封面 《星云志系列》封面

图书封面 《万物发明指南》封面

图书封面 《老威尔的行星》封面

图书封面 《明日的王者人工智能：科幻电影中的信息科技》封面

图书封面 《未来机器城》封面

图书封面 《异域空间的神秘使者：科幻电影中的奇异生命》封面

图书封面 《怪兽2：人间世》封面

图书封面 《逃离毁灭》封面

图书封面 《人行世界：异人行》封面

图书封面 《巴斯-拉格：地疤》封面

图书封面 《重返黎明4》封面

图书封面 《消失的世界》封面

图书封面 《冲破黎明》封面

图书封面 《呼吸》封面

图书封面 《你一生的故事》封面

图书封面 《灵魂漫长而黑暗的茶点时间》封面



图书封面 《神秘博士学》封面

图书封面 《超禁忌秘密》封面

图书封面 《网中人》封面

图书封面 《神奇图书馆海洋计划：南极秘境》封面

图书封面 《神奇图书馆海洋X计划：科学小组的危机》封面

图书封面 《神奇图书馆海洋X计划：虎鲸大反击》封面

图书封面 《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封面

图书封面 《科幻大师威尔斯精选集》封面

图书封面 《人间弃子》封面

图书封面 《白城血鳗》封面

图书封面 《巴斯-拉格：钢铁议会》封面

图书封面 《如果末日无期》封面

图书封面 《宇宙晶卵》封面

图书封面 《莉莉娅我的星》封面

图书封面 《燕垒生未来幻想作品集》封面

图书封面 《宇宙留言》封面

图书封面 《克苏鲁神话》封面

图书封面 《脑洞大会》封面

图书封面 《代码少女》封面

图书封面 《水星播种》封面

图书封面 《神奇猪侠：外星人入侵地球》封面

图书封面 《纸上行舟》封面

图书封面 《与机器人同居》封面

图书封面 《老虎与不夜城》封面

图书封面 《最后的数沙者》封面

图书封面 《黑暗的次方》封面

图书封面 《沦陷新世界》封面

图书封面 《达尔文之惑三部曲》封面

图书封面 《超时空拯救》封面

图书封面 《黑暗物质Ⅲ：没有精灵的世界》封面

图书封面 《造物者之歌2》封面

图书封面 《星海旅人》封面

图书封面 《星际争霸·我，蒙斯克》封面

图书封面 《临界点4》封面

图书封面 《群星》封面

图书封面 《黑暗物质Ⅰ：精灵守护神》封面

图书封面 《黑暗物质Ⅱ：平行世界的精灵》封面

图书封面 《一生》封面

图书封面 《失落世界（全二册）》封面

图书封面 《困惑的三文鱼》封面

图书封面 《银河边缘005：次元壁》封面



图书封面 《飞渡银河的匠人精神》封面

图书封面 《超禁忌秘密2：特异人的世界》封面

图书封面 《X的诞生》封面

图书封面 《科幻中的物理学》封面

图书封面 《冷湖Ⅱ·宿主》封面

图书封面 《开心机器人·重返旧时光》封面

图书封面 《尾巴岛》封面

图书封面 《开心机器人·神秘机器人》封面

图书封面 《开心机器人·黑暗大冒险》封面

图书封面 《寄给你全宇宙的爱》封面

图书封面 《双子杀手》封面

图书封面 《月球旅店》封面

图书封面 《颜值战争》封面

图书封面 《月球往事》封面

图书封面 《重返地球》封面

图书封面 《认知陌生化》封面

图书封面 《蛊惑》封面

图书封面 《迷途的苍穹》封面

图书封面 《辐射避难所居民官方食谱》封面

图书封面 《创造宇宙说明书》封面

图书封面 《没有名字的人5》封面

图书封面 《我们这个世界的羊》封面

图书封面 《欢迎来到敌托邦》封面

图书封面 《AI物种起源》封面

图书封面 《无边量子号》封面

图书封面 《精卫9号》封面

图书封面 《猫城记》封面

图书封面 《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科幻文学奖获奖作品集》封面

图书封面 《三体秘密》封面

图书封面 《全境封锁失序的世界设定集》封面

图书封面 《等待去年来临》封面

图书封面 《穹顶之上1》封面

图书封面 《猎星者》封面

图书封面 《目击者》封面

图书封面 《杀梦I》封面

图书封面 《宇宙方舟计划》封面

图书封面 《梦行者》封面

图书封面 《记忆偏离》封面

图书封面 《尘幻传说：星徽锋起》封面



第十一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候选参考名单》

科幻新星

候选人 首发年 代表作品

白乐寒 2017 中短篇《归乡》《扑火》《致海伦》

丙等星 2017 长篇《神空驱动三部曲》短篇《星球的收割者》《忠实的伙伴》

彩虹之门 2017 长篇《地球纪元》系列

慕明 2017 中短篇《沙与星》《假手于人》《铸梦》

沙陀王 2017 中短篇《太阳照常升起》《千亿光年之外》《所有的信》

王诺诺 2017 中短篇《风雪夜归人》《故乡明》《一天的故事》

吴楚 2017 长篇《长生》《无光之地》《记忆偏离》

杨林 2017 长篇《黎明降临》短篇《七个吻，两封情书，以及木卫四上的最后一次吻别》

段子期 2018 中短篇《灵魂游舞者》《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重庆提喻法》

靓灵 2018 中短篇《月亮银行》《黎明之前》《落言》

鹿山 2018 中短篇《北海道之春》《他和他的城》《忠臣》

吴智睿 2018 中短篇《发条城》《十七年》《人间烟火》

邢立达 2018 长篇《御龙记》

赵垒 2018 长篇《傀儡城之荆轲刺秦》中短篇《再定义》《回望深渊》

分形橙子 2019 中短篇《雅努斯之歌》《提托诺斯之谜》《死亡之书》

未末 2019 中短篇《无人驾控》《孤岛之雨》《天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