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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摘自1938年9月“
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摘自1938年9
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
八路军（1938年4月14日）H．利亚霍夫
中国人民喜爱的报纸（《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的
机关报》）（1938年5月5日）Я．马克西莫夫
五台山的游击队员——来自中国的消息（1938年5月
30日）B．罗戈夫
延安——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中心（1938年8月2日）塔
斯社
在中国游击队员中间（1938年8月7日）
中国的持久战口号意味着什么（1938年9月5日）陈林
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1938年11月22日）M．季霍米
罗夫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4日）郑林
伏罗希洛夫和贝利亚关于给予中国满洲游击队运动援
助的命令（1939年4月15日）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二、苏联政府对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支援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蒋廷黻电（1937年8月20日）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苏联驻华全权
代表鲍格莫洛夫电（1937年8月21日，急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致苏联驻华全权
代表鲍格莫洛夫电（1937年8月22日，急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电（1937年8月27日，特急电报）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电（1937年8月28日，特急电报）
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击落击毁敌机总计一览表
（1937年8月—1945年7月）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军方五次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
录稿（1937年9月9日—10月4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
石电（摘要）（1937年9月20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
石电（1937年10月3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中央执行委员张冲致蒋介
石电（1937年10月27日）
斯大林与蒋介石特使关于援华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37年11月11日）
蒋介石关于请求苏联派部队援助中国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7年11月26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致蒋介石密函稿（1937年
12月21日）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电（1938年1月3日
）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1月
22日）
在中国现在的首都（1938年1月25日）塔斯社驻中国
记者  B．罗戈夫
中国的军事行动（1938年2月5日）Н．利亚霍夫
日本对华战争需要花多少钱（1938年2月7日）Л．佩



罗夫
山东北部的游击队——中国来信（1938年2月13日）
B．罗戈夫
日本军队和中国的战争（1938年2月13日）И．西尔
科夫
徐州保卫战的准备——与李宗仁将军的谈话（1938年
2月14日）
中国军队的英雄——中国来信（1938年2月18日）B．
罗戈夫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转呈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
杰建议电（1938年2月25日）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轰炸蚌埠安庆、台北及鲁南峄县
等地之敌的“战斗要报”（1938年2月—10月）
河北省的游击队（1938年3月10日）B．罗戈夫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3月
15日）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呈蒋介石（1938年3月29
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驳斥日本政府抗议苏联飞
机助华（1938年4月4日）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兹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38年4月7日）
立法院院长孙科致中国驻苏大使杨杰密函（1938年4
月16日）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电（1938年4月
17日）
中国的军队（1938年4月25日）上校И．И．波波夫
蒋介石关于尽快提供武器援助致斯大林的电报（
1938年5月5日）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10日）



杨杰转
中国战争的第二阶段（1938年5月10日）H．利亚霍夫
陇海铁路线上的战斗——在中国的军事活动评述（
1938年5月18日）H．利亚霍夫
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
11日）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并转立法院长孙科电（1938年
5月28日）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1938年5月29日）
蒋介石致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密电（1938年5月31日
）杨杰转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1938年6月2日）
在中国的前线——军事行动评述（1938年6月5日）H
．利亚霍夫
中国的飞行员——汉口来信（1938年6月6日）
中国人民的战士——外国报刊述评（1938年6月19日
）
占领徐州之后——中国军事战局评述（1938年7月1日
）H．利亚霍夫
一位中国飞行员的回忆录（1938年7月10日）少校林
新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摘要）（1938年7月
11日）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1938年7月25日）
蒋介石致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转航空委员会技术厅长黄
光锐电（1938年7月25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2日）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致蒋介石转呈黄
光锐来电（1938年8月1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



于实施五千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1938年8月11日
）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奉命参照苏联顾问班果夫之作战
意见改进前线军事致何应钦等代电（1938年8月13日
）
军委会抄送苏联顾问保葛达诺夫视察南浔铁路前线驻
军建议致何应钦代电（1938年8月16日）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1938年8月17日）
蒋介石致伏罗希洛夫元帅并转斯大林电（1938年8月
17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1938年8月22日
）
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致蒋介石鉴呈（
1938年8月25日）
白崇禧转报炮兵监刘翰东与苏联顾问毕诺乌索夫视察
长江南岸一带情形致何应钦呈文（1938年9月2日）
为汉口而战（1938年9月19日）H．利亚霍夫
为汉口而战（1938年10月12日）H．利亚霍夫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损失（1938年10月16日）M
．季霍米罗夫
苏联顾问郭夫东视察武汉卫戍区阵地情形报告及建议
（1938年10月）
美国和日本侵略者在中国（1938年11月2日）Л．佩
岁夫
中国人民必胜（1938年11月7日）B．罗戈夫
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评述（1938年11月13日）H．利亚
霍夫
日本的侵略和英国在中国的利益（1938年11月24日）
E．茹科夫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1938年11月29日）A．别杰罗



夫
中国各条战线的局势（1938年12月4日）
苏联总顾问A．И．切列潘诺夫对第十五军团所拟“
武汉城市防御战斗指导计划”的意见（1938年）
中国战局评述（1939年1月18日）H．利亚霍夫
中国的新军队（1939年1月19日）
新中国在成长（1939年2月6日）M．季霍米罗夫
日本军阀在中国的阴谋（1939年2月18日）
苏联炮兵顾问谢罗夫关于第三战区炮兵部队种种缺点
报告摘要（1939年2月）
苏联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帮助中国分析敌情并拟呈对付
方案（1939年2月11日）
中国战局述评（1939年4月3日）H．利亚霍夫
行政院会议颁发苏联空军顾问特贺尔勋章决议案（
1939年4月25日）
在中国前线的一个村子里（中国来信）（1939年4月
26日）B．罗果夫
在华中前线（记者短评）（1939年4月28日）B．罗果
夫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14日）
立法院长孙科致行政院长孔祥熙电（1939年5月15日
）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16日）
中国人民的女英雄（1939年5月17日）冀玲
蒋介石致驻苏大使杨杰电（1939年5月19日）
蒋介石致斯大林电（1939年5月24日）
中国战局述评（1939年5月25日）H．利亚霍夫
中国战局述评（1939年6月11日）H．利亚霍夫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间关
于实施壹万万伍仟万元美金信用借款条约（1939年6



月13日）
日本侵华两周年（1939年6月20日）B．罗果夫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1939年6月26日
）
立法院长孙科致蒋介石电（1939年7月1日）
中国战局述评（1939年7月12日）H．利亚霍夫
蒋介石致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电（杨杰转）
（1939年7月30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1939年8月9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密电稿（1939年8月9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1939年8月20日）
蒋介石感谢苏联援助致斯大林的信（1939年8月26日
）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谈话
记录（1939年9月10日下午3时于克里姆林宫）
1939年中日战争述评（1939年12月29日）M．马利亚
尔
中国军队在广东的巨大胜利（1940年1月6日）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
帅晤谈记录（1940年1月8日下午2时）
中国驻苏大使杨杰致蒋介石电（1940年1月9日）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40年1
月20日）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电（1940年1
月31日）
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轰炸南宁、汉口、运城、岳阳等
地之敌的“战斗要报”（1940年1月—5月）
军委会为苏联总顾问福尔根报告第三战区作战不力饬
检讨纠正代电（1940年2月22日）
中国的军事行动（1940年3月1日）



中国战局述评（1940年3月16日）
苏联顾问阔扎柯夫关于改革三战区炮兵指挥部组织及
炮兵的报告（1940年3月26日）
苏联炮兵顾问阔扎柯夫的报告（译件）（1940年3月
26日）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4月3日）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4月12日）
空军第三路司令部战斗要报（1940年4月12日于成都
西胜街本部）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4月27日）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5月2日于成都）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5月2日）
空军战斗要报（1941年5月21日于成都空军总指挥部
）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致蒋介石签呈（1940年
4月28日）
中国争取独立的斗争（1940年5月4日）A．别杰罗夫
军令部为修改苏联顾问福尔根对宜昌失陷检讨意见致
蒋介石签呈（1940年7月25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谈话记
录（节录）（1941年1月16日）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动用苏联贷款向苏购军火
武器的账略（1941年3月4日）
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呈蒋介石报告（1941年3月
28日）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转报向苏联订购之汽油数千吨已
运抵惠远、哈密致孔祥熙代电（1941年9月9日）
苏联代军事总顾问古巴列维赤关于“中国各战区防御
工事概况报告书”（1942年8月）
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致外交部交际科笺函（1943年5月



24日）
行政院对外易货委员会关于查对中苏第三次信用借款
项下援华物资的签呈
（1944年10月2日）
汉口苏联空军烈士墓
在华使命（节录）［苏］崔可夫
三、共产国际与中共反张国焘叛变行径的斗争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
日）
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
月1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关于
张国焘问题的声明（1938年9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1938年9月）
四、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王稼祥
论新阶段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
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
全会的报告毛泽东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1938年
10月15日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提纲）洛甫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致各国共产党电（1938年11月5
日）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致日本共产党电（1938年11月5
日）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决议（1938年11月6日通过）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和国共两党
同志书（1938年11月6日）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词（1938年11月6日）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五、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反投降反磨擦斗争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
1940年2月）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的电报（1941年1月4日）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反磨擦斗争中争取友军工
作给新四军的指示（1940年11月4日）
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致
周恩来电（1940年11月6日）
毛泽东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
（1940年11月6日）
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1941年1月13日）
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给项英等的
指示（1940年12月26日）
中央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华中的战略部署的指示（
1940年12月31日）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谈话记
录（节录）（1941年1月16日）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1941年1月18
日）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
紧急工作的指示（1941年1月20日）
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1941年1月24日）
毛泽东等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1941年1月28日）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中央政治
局通过）



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1941年2月7日毛泽东致
周恩来）
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指示（
1941年2月1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
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1941年2月15日
）
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1941年2月17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等
）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1941年5月9日）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1941年5月25日）
在华使命（节录）崔可夫
六、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在新疆的统战工作新苏临
时通商协定（1931年10月1日）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致外交部驻新特派员陈继善（
1933年3月21日）
外交部长罗文干致迪化宣慰使黄慕松电（1933年6月
29日）
新疆省政府主席刘文龙抄送新苏临时通商协定及附件
致行政院呈文（1933年9月14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签注新苏协定意见呈行政院文（
1933年11月4日）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
电（1934年7月16日）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电（1934年8月15日）
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话
记录（1934年8月29日上午11时30分）
关于苏联对新疆贷款密约之签订（1935年5月16日）
毛泽民关于新疆财政、金融情况致洛甫、泽东同志的



信（1938年4月18日）
任命状（1938年4月）
盛世才委任周彬为逆产委员会委员长的手谕（1938年
5月31日）
周彬、张宏与关于筹办官商合办银行给盛世才的报告
（1938年7月）
财政厅呈报新疆省区财政局暂行条例
全省各机关请领经、临费办法及手续
新疆商业银行招收商股启事
周彬呈报成立新疆商业银行筹备委员会经过
盛世才委任周彬为新疆二期三年计划设计委员会副委
员长兼财政组组长
关于新疆的社会环境讲话提要（1939年1月19日）邓
发
周彬关于稳定金价的报告
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新疆省政府关于收换法币的指示
（1939年5月）
财政厅呈请简化机关经费批发手续
呈请重新修订监察章程并将经常审计移归财政厅的报
告
财政厅关于任用财税人员手续的通令
新疆财政厅关于禁烟禁赌的通令
关于盛世才的情况及新疆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节录）（1939年6月16日）毛泽民
关于颁发商业银行理监事聘书的批复
李溶关于周彬病愈回省仍代财政厅长的手谕
徐杰准备引退的请示
财政厅关于制定廿九年年度计划的通令
财政厅呈请重新修改取缔隐匿契税办法
周彬关于郝冰清等兼代办理金矿处主任的呈文



新疆省政府奖励新疆日报社编辑长李啸平等的训令（
1940年6月25日）
租借条约（外交部译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政府与新疆省政府签订（1940年11月26日）
财政厅关于查禁募捐的通令
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关于粘贴印花税票的通令
督办公署为实施民国三十年度收支总预算标准案的通
令
新疆省建设公债宣传大纲
毛泽民在民国三十年新疆财委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摘
录）
盛世才致蒋介石书（1942年7月7日）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纪录（重庆，
1942年7月9日地点——曾家岩官邸）
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致蒋介石报告（1942年7
月13日）
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谈话纪录（1942年7
月16日）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电（摘要）（1942年7
月23日）
美国驻华大使高思与中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谈话
备忘录（1942年9月28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外交部代电（1942年9
月28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外交部电（1942年10月
6日）
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致美驻华大使高思备忘录（
1942年10月7日）
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彭吉元致外交部电（1942年10月
18日）



外交部致蒋介石代电（1942年10月21日）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致盛世才电（1942年12月
16日）
季米特洛夫日记（节录）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外交部代电（
1943年1月5日）
盛世才致蒋介石电（1943年1月7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
庚函（1943年1月21日）
外交部致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公署电（1943年2月22
日）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报告（1943年4月17日
）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致蒋介石函（1943年4月23日）
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式庚与盛世才谈话记录（1943年
5月3日）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致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备忘录（
1943年5月6日）
蒋介石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函（1943年5月7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外交部部、次
长代电（1943年6月11日）
盛世才致蒋介石代电（1943年6月11日）
蒋介石致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电（1943年6月23日〈
24日收〉）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外交部电（
1943年6月24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外交部部、次长电（
1943年6月24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电（1943年9月
6日）



新疆督署秘书处报苏联驻新第八团撤退情形（1943年
7月3日）
美国驻华临时代办艾切森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
1943年7月7日）
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致蒋介石代电（摘要）（1943年8
月14日）
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致蒋介石报告（1943年8月2日
）
美驻华临时代办艾切森致美国国务卿赫尔电（1943年
7月31日）
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吴泽湘致蒋介石电（摘要）（
1943年9月10日）
盛世才第二次致蒋介石书（1946年11月24日）
盛世才关于苏联与新疆省政府签订“租借条约”的叙
述（1950年3月4日）
徐智《哈密见闻》（摘录）
苏军驻哈密的片断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新疆财经战线上的统战工作高登
榜
中共党人在新疆财经战线上（节录）方志纯
抗日战争初期在新疆日报社汪小川
回忆抗战时期中共党员主编《新疆日报》赵新亚
为了建设抗战的大后方——忆新疆之行萨空了
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周东郊口述
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摘录）周东郊遗稿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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