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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品名称 作 者 发表或出版单位 发表或出版日期 责任编辑 字数（万） 推荐单位
1 《江河湖》 刘继明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9 刘碧芳 47.2 长江文艺出版社
2 《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9.3 安波舜 36.5 长江文艺出版社
3 《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曹乃谦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4 阳继波、姚梅 25 长江文艺出版社
4 《脖子》 徐化芳 同心出版社 2007.11 解玺璋、苑振文 30 同心出版社
5 《海陵女子》 张国擎 凤凰出版社 2010.10 林雅萍 28 凤凰出版社
6 《大秦帝国》（6部） 孙皓晖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5 许华伟 504.4 河南文艺出版社
7 《大地》 侯钰鑫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0.1 许华伟、杨莉 30.8 河南文艺出版社
8 《诗圣杜甫》（上下） 程韬光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0.11 张丽侠、杨莉 55.6 河南文艺出版社
9 《高原落日》 海波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1 纵华跃 33 中国电影出版社
10 《阿干歌》 马自祥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8.12 周桂珍 18.44 甘肃文化出版社
11 《黄金四书》（4卷） 陈占敏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8.4—2009.8 张海珊、王玲玲 120 山东文艺出版社
12 《田壮壮和他的媳妇们》 郭礼兴 中原农民出版社 2010.7 尹春霞 17 中原农民出版社
13 《深深横断山》 傥城稻香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0.11 肖超、吴洋 56 云南美术出版社
14 《碧洛雪山》 存文学 《钟山·长篇小说》 2007.B卷 贾梦玮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10 顾建平、李亚梓 20.8 云南作协
15 《血色码头》 刘维颖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0.6 张秉正、樊敏毓 53 北岳文艺出版社
16 《田园恋歌》 修成国 作家出版社 2008.1 王征 20 中国国土资源作协
17 《地产魅影》 刘宏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7 脚印 40 中国国土资源作协
18 《后花园》 方英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1 时海玲 24.1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泥太阳》 潘灵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9 王干、龚勤舟 22.2 云南作协
20 《民生街》（上下） 陈元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6 戴发望 68 青海作协
21 《你在高原》（10卷） 张炜 作家出版社 2010.3 应红（等） 450 作家出版社

山东作协
22 《麦河》 关仁山 作家出版社 2010.10 张亚丽 30 作家出版社

河北作协
23 《凿空》 刘亮程 作家出版社 2010.4 安然 30 作家出版社

新疆作协
24 《公务员笔记》 王晓方 作家出版社 2009.6 刘英武 35 作家出版社
25 《末代紧皮手》 李学辉 《芳草》 2010.2期 郭海燕 23 甘肃作协
26 《边防军政委》（4卷） 周建广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0.9 王忠民、董宏强 135 敦煌文艺出版社
27 《巴盐淖尔湖》 郭鹏旭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12 贾海燕 25 敦煌文艺出版社
28 《白虎关》 雪漠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8 陈先法、吴金海 45.9 甘肃作协

上海文艺出版社
29 《罪圈》 项兆斌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12 马非、董郎文清 34 云南人民出版社
30 《大音希声》 符兴全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10 王丽君 34 辽宁教育出版社
31 《家园》 王华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6 黄孝阳 27 贵州作协
32 《雄鸡一声天下白：写给唐代诗人李贺》

孟红梅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8 郑六画 56 河南人民出版社
33 《属蛇女》 于雷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2 魏光洁 57 延边作协
34 《国风》 程海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0.12 赵建新、王媛媛 30 中国戏剧出版社
35 《千古第一相——管仲》 余耀华 崇文书局 2009.7 胡英 46 崇文书局
36 《红色土司》 尕藏才旦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12 王忠民、汪泉 21 敦煌文艺出版社
37 《大学潜规则》 史生荣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 王静怡 33.8 甘肃作协
38 《男人立正》 许春樵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1 李师东、刘佳 26.8 中国青年出版社
39 《天路》 蒋光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08.4 王伟联 3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出版社 出版社
40 《恍如昨日》 周进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0.1 李建平 30 中国工人出版社
41 《河岸》 苏童 《收获》 2009.2期 程永新、廖增湖 《收获》文学杂志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4 王干 22.8 人民文学出版社
42 《蛙》 莫言 《收获》 2009.6期 廖增湖 《收获》文学杂志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12 曹元勇 23 上海文艺出版社
43 《水在时间之下》 方方 《收获》 2008.6期 钟红明 《收获》文学杂志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12 谢锦 35 上海文艺出版社
44 《野猪王》 胡冬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 王干 23.3 吉林作协
45 《大关东》 张海清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8 张丽侠 35 吉林作协
46 《新安家族》（上下） 季宇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11 温湲 100 安徽文艺出版社
47 《沙尘暴》 唐达天 现代出版社 2010.1 张桂玲 44.4 现代出版社
48 《关外》 年志勇 现代出版社 2010.9 吴庆庆 45 现代出版社
49 《云南史诗三部曲》（6卷） 栗标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8 沈正德、沈可甚 226 云南人民出版社
50 《无碑》 王十月 花城出版社 2009.8 詹秀敏、李谓

余红梅、李加联 37 花城出版社
51 《知青变形记》 韩东 花城出版社 2010.4 朱燕玲、郑裕敏

李倩倩 22 花城出版社
52 《夜火车》 徐则臣 花城出版社 2009.4 黎萍 23 花城出版社
53 《空山》（三部曲） 阿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 脚印 74.4 四川作协
54 《金马河》 邹廷清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9 李爽、申强 27 四川作协
55 《大河之舞》 罗伟章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4 林文询、何炜 36.4 四川作协
56 《老风口》 张者 作家出版社 2010.1 雷容 38 作家出版社

重庆作协
57 《太阳最红》 何存中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9.6 丁晓平 30 湖北作协
58 《天行者》 刘醒龙 《十月》 2009.4期 宁肯 湖北作协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5 杨柳 28 《十月》杂志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59 《从未出城的人》 叶向阳 花城出版社 2010.10 曹玛丽 32 湖北作协
60 《边陲胡杨》 刘志海 阳光出版社 2010.12 刘涛 30 阳光出版社
61 《青木川》 叶广芩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1 韩霁虹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作家》 2007.4期 赵虹 30.3 《中国作家》杂志社
62 《村子》 冯积岐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1 韩霁虹 40 太白文艺出版社
63 《东望长安》 郑征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4 曹彦 43 太白文艺出版社
64 《铁甲家族》（上下） 邓晨曦 海风出版社 2008.12 周海文 100 福建作协
65 《地方性知识》 霍香结 新世界出版社 2010.11 李红兴 30 新世界出版社
66 《大地雅歌》 范稳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6 顾建平、韩敬群

朱丹 40.6 云南作协
67 《狠如羊》 阿宁 《花城》 2009.5期 朱燕玲

花城出版社 2010.1 孙虹、黎萍 20
邓裕玲、夏显夫 25 《花城》杂志社

68 《离骚》 曾维浩 《花城》 2008.5期 李倩倩 20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11 戴同华、杨展 39 《花城》杂志社

69 《身体课》 秦巴子 《花城》 2010.4期 麦小麦 18 《花城》杂志社
70 《插树岭》 陈玉谦

曲晓平 作家出版社 2009.9 王宝生 38 黑龙江作协
71 《裁缝的女儿》 重阳 漓江出版社 2010.12 庞俭克、董卉 39 黑龙江作协

漓江出版社
72 《雪落的声音》 仲崇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7 朱佳新 35 黑龙江作协
73 《石羊里的西夏》 党益民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10 杨爱荣 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74 《同龄子》（5卷） 魏玉明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8 王堃 169 中国文联出版社
75 《旷野黄花》 李伯勇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4 李金玉 30 中国文联出版社
76 《第39天》 梅国云 金城出版社 2010.12 雷燕青 29 金城出版社
77 《同名者》 津子围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11 常晶、张玉虹 27.9 春风文艺出版社
78 《父亲和她们》 田中禾 作家出版社 2010.8 张亚丽 28 河南作协
79 《可可西里狼》 杜光辉 作家出版社 2010.1 雷容 28 海南作协
80 《茶道无道》 廖琪 花城出版社 2009.8 詹秀敏、李谓

余红梅、李加联 27 广东作协
81 《大清商埠》（3卷） 祝春亭、辛磊 花城出版社 2008.12 詹秀敏、李谓 150 广东作协
82 《我是我的神》（上下） 邓一光 北京出版社 2008.1 隋丽君 80.1 广东作协

北京出版社
83 《锁沙》 郭严隶 四川文艺出版社 胡华、严英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0.12 战琦、何炜 30 四川文艺出版社
84 《富矿》 叶炜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4 周冀、焦欣波 2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85 《租界》 高仲泰 中西书局 2010.11 李梅 45 中西书局
86 《长街行》（上下） 王小鹰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1 丁元昌 58.4 上海作协
87 《客过亭》 叶辛 《中国作家》 2010.11期 李双丽 23 上海作协

《中国作家》杂志社
88 《生死遗忘》 王周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8 丁元昌 35.3 上海作协
89 《天知道》 朱辉 《钟山》 2007.2期 贾梦玮 《钟山》杂志社

凤凰出版社 2009.1 王志钧、王卓 28.5 凤凰出版社
90 《八月狂想曲》 徐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6 顾建平、李亚梓 54.7 北京作协
91 《天·藏》 宁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6 王德领 34.5 北京作协
92 《玄武》 凸凹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5 于奎潮、顾文喆 50 北京作协
93 《秉德女人》 孙惠芬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0.12 谢不周 40.8 辽宁作协

湖南文艺出版社
94 《老滩》 周建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9 侯群雄 20.9 辽宁作协

95 《寂静的鸭绿江》 李燕子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1 张良村 30 辽宁作协
96 《最后的巫歌》 方棋 作家出版社 2010.9 雷容、田小爽 35 中国石油作协
97 《涨停》 狼牙瘦龙 华文出版社 2010.7 刘超平

中文在线网 2010.9 唐风 30 华文出版社
98 《足球门》 张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 刘稚 38.2 河南作协
99 《乡村物语》 安琪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12 陈静、文欢 30 河南作协
100 《双手合十》 赵德发 《中国作家》 2007.1期 赵虹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6 江山华 34 山东作协
101 《河父海母》 李玉文 《十月·长篇小说》 2007.2期 赵兰振、宗永平 山东作协

重庆出版社 2008.4 周英斌 25.8 《十月》杂志社
重庆出版社

102 《湘绣女》 薛媛媛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6 王干、龚勤舟 29.5 湖南作协
103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贺晓彤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9 谢不周 45 湖南作协
104 《大地芬芳》 陶少鸿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12 王静怡 39 湖南作协
105 《棋殇》 王从地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9 唐晴 20 宁夏人民出版社
106 《农历》 郭文斌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10 郑理 30.5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宁夏作协
107 《对面是何人》 张欣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8 谢锦 18.7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8 《苍黄》 王跃文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8 祁智 40.3 江苏人民出版社
109 《风和日丽》 艾伟 《收获》 2009.4-5期 程永新、王彪

作家出版社 2010.1 懿翎 45 浙江作协
110 《龙窑》 浦子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12 管筱明、谢不周 30 浙江作协

湖南文艺出版社
111 《初婚》 吴克敬 西安出版社 2010.12 张增兰、王瑜

邵薇兰 38 西安出版社
112 《紫青稞》 尼玛潘多 作家出版社 2010.1 朱燕、汉睿 25.5 西藏作协
113 《当家的男人》 周喜俊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4 黄家宝 49.8 河北作协
114 《如归旅店》 李浩 金城出版社 2010.10 雷燕青 20.8 河北作协
115 《坼裂》 歌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0.11 张鹰 43.6 重庆作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16 《填四川》 王雨 重庆出版社 2010.6 罗玉平 36 重庆作协

重庆出版社
117 《风尘误——朱熹和严蕊》 刘湘如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8 刘丽娟 25 安徽作协
118 《间岛铁骑》 李幼谦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6 汪鹏生、吴筠 31 安徽作协
119 《旮旯村的风流事儿》 冯开平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8 胡莉 40 安徽作协
120 《康家村纪事》 高晖 辽海出版社 2009.12 徐桂秋 20 辽海出版社
121 《茶道青红》 成一 作家出版社 2009.1 姜琳 39 山西作协
122 《母系氏家》 李骏虎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12 李向晨、李婷晓 20 山西作协
123 《巅峰对决》 钟道新

钟小骏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1 邓映如 33 山西作协
124 《犹大开花》 杜禅 华夏出版社 2010.1 高苏 40 华夏出版社
125 《推拿》 毕飞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9 胡玉萍、赵萍 22.4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6 《无土时代》 赵本夫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 王干 27.5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7 《农民帝国》 蒋子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9 包兰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作家》 2008.10-11期 张倩 57.4 《中国作家》杂志社
128 《韩熙载夜宴》 吴蔚 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10.1 刘海涛、苏东

逯卫光 28.6 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129 《孔雀胆》 吴蔚 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10.3 刘海涛、苏东

逯卫光 28.6 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130 《因为女人》 阎真 《当代》 2007.6-2008.1期 杨柳 39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2 周昌义 39.2 《当代》杂志社
131 《伏藏》 杨志军 《当代》 2010年增刊 74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7 周昌义 74.3 《当代》杂志社
132 《刺猬歌》 张炜 《当代》 2007.1期 石一枫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 胡玉萍 35.8 《当代》杂志社
133 《信用河》 任会来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0.12 余红 40 中国商务出版社
134 《村庄秘史》 王青伟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6 肖贵飞（等七人） 34 湖南人民出版社
135 《大平原》 高建群 《十月》 2009.1期 《十月》杂志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10 陈东捷 38 陕西作协
136 《秦尼巴克》 傅查新昌 沈阳出版社 2009.4 沈晓晖、杨静 54 沈阳出版社
137 《金山》 张翎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7 韩敬群、朱丹

周晓枫 48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38 《生命树》 红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12 王德领、李成强 34.2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陕西作协
139 《遍地月光》 刘庆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10 王德领 31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40 《口袋里的美国》 张仁译、津子围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9 侯钰 40 中国社会出版社
141 《车头爹 车厢娘》 刘华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12 杜东辉 30.6 江西作协
142 《红翻天》 温燕霞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1 刘立云 45.5 江西作协
143 《八大山人》（上下） 孙海浪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0.9 熊阳 80 江西作协
144 《回家》 张慧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0.1 王大亮 38.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45 《九号干休所》 凌行正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9.9 钱庆国 30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46 《康巴方式》 江洋才让 《钟山·长篇小说》 2010.A卷 贾梦玮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0.4 孙明媚 15 《钟山》杂志社
147 《水边书》 徐则臣 《钟山》 2010.3期 贾梦玮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8 于晨 15.5 《钟山》杂志社
148 《赤脚医生万泉和》 范小青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7 刘稚 31.5 江苏作协
149 《黑白》 储福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6 侯群雄 34.1 江苏作协
150 《城》 薛冰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1 李婷晓、李向晨 29 江苏作协
151 《月亮是夜晚的一点明白》 查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7 包兰英 41.1 宁夏作协
152 《超低空滑翔》 张学东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8 郑理 宁夏作协

《作家》 2008.3期 王小王 29.1 《作家》杂志社
153 《金石记》 马玉琛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1 李建军 33.2 陕西作协
154 《深度问责》 普今、李朵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8 仲江 30 文化艺术出版社
155 《大盛魁商号》（3卷） 邓九刚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1 刘晓雪 100 内蒙作协
156 《草原外史》 江浩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0.1 顾建平、王洪先

李欣 52 内蒙作协
157 《狗祭》 里快 《十月》 2008.2期 赵兰振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12 武连生 18.5 内蒙作协
158 《疼痛难忍》 水土 群众出版社 2007.6 姜海波、筱谢 31.5 中国煤矿作协
159 《黄钟不弃》 卢国成 作家出版社 2008.12 张玉太 39 中国煤矿作协
160 《养女》 陈勇 阳光出版社 2010.4 王佐红 20 阳光出版社
161 《软脚鹞》 赵广奕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9 冯中鹏、王佐红 38 宁夏人民出版社
162 《北方佳人》 凌力 北京出版社 2008.1 隋丽君、胡晓舟 70.3 北京出版社
163 《朱雀》 葛亮 《作家》 2009.12期 王小王 22

作家出版社 2009.9 冯京丽 34 《作家》杂志社
164 《皇粮钟》 秦岭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3 张竞毅、邓芳 23.7 天津作协
165 《绿松石》 郎顿·班觉(著) 次多、郎顿·罗布次仁(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9.3 党力文、扎西平措、郑海波
13 西藏作协

166 《饥饿百年》 罗伟章 重庆出版社 2008.1 陈建军 37 重庆出版社
167 《所有的》 黄蓓佳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1 黄小初、赵阳 35 江苏文艺出版社
168 《苏珊的微笑》 叶兆言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金泉 20 江苏文艺出版社
169 《彼岸》 於梨华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 江山华 24.5 江苏文艺出版社
170 《突围》 丁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9.10 郭米克 28.5 总政宣传部艺术局
171 《全金属青春》 王凯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9.7 王大亮 14 总政宣传部艺术局
172 《流芳记》 李亚 作家出版社 2010.1 懿翎 23 总政宣传部艺术局
173 《成长》 王海鸰 新浪网 2010.9.16 谢思鹏

作家出版社 2010.10 汉睿、朱燕 25 新浪网
174 《遍地狼烟》 菜刀姓李 新浪网 2009.9.11 谢思鹏 49

李晓敏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孙衍、刘霁 34 新浪网
175 《青果》 顾坚 新浪网 2008.2 谢思鹏 17.93

昆仑出版社 2010.1 张鹰 21.4 新浪网
176 《从呼吸到呻吟》 郑彦英 起点中文网 2008.9.5 杨晨 26.2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0.10 陶玮 25 起点中文网
177 《国家脊梁》 关中土 起点中文网 2009.3.31 付俊 32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7 李爽、张亚鹏 40 起点中文网
178 《办公室风声》 宋丽晅 起点中文网 2009.3.31 田志国 19.2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1 苗欣宇、付娜 25 起点中文网
179 《刀子嘴与金凤凰》 荣三惠 中文在线网 2010.6.3 郑昊 19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0.6 李辉 22 中文在线网
180 《巴山舞者》（网络书名） 曹宗国 现在网 2010.9.21 李振宇

《巴山旧事》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12 夏帆 19.7 现在网
公示期间上述内容如出现修改，修改内容将反映在中国作家网上，网址：http://www.chinawrit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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