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310375
SS号=14310375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1921年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6—7月）
	1．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提纲（6月13日）
	1．俄罗斯联邦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2．国际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3．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
	4．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
	5．俄罗斯联邦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
	6．向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过渡
	7．苏维埃政权容许资本主义和租让制存在的意义和条件
	8．我国粮食政策的成就
	9．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俄罗斯电气化计划
	10．资本的同盟者“纯粹民主派”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作用
	2  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6月10日）
	（2）两点建议（7月6日）
	3  对《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1）给奥·威·库西宁的信（6月10日）
	（2）给奥·威·库西宁和威·克南的信（7月9日）
	4  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问题的讲话（6月17日）
	5  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6月28日）
	6  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7月1日）
	7  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7月5日）
	8  在有俄共（布）中央委员参加的德国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7月9日）
	9  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7月11日）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机关职员实行集体劳动报酬制的决定草案》的补充（6月28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修缮大剧院的决定（6月30日）
	关于国家经济“计划”的几点想法（7月4日）
	就企业奖励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7月8日）
	关于战胜饥荒的措施和加强经济工作的意见（不晚于7月9日）
	对人民委员会关于由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组织商品交换的决定草案的意见（7月15日）
	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代表大会的贺信（7月16日）
	给革命职业工会和产业工会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贺信（7月18日）
	对《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的修改意见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7月21日）
	就西伯利亚领导机构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提出的建议（7月28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7月28日）
	告国际无产阶级书（8月2日）
	告乌克兰农民书（8月2日）
	关于“出版自由”  给加·米雅斯尼科夫的信（8月5日）
	对费·埃·捷尔任斯基关于运输业问题的几点结论的意见（8月8日）
	致托马斯·贝尔同志（8月13日）
	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8月14日）
	新的时代和新形式的旧错误（8月2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人民委员部进行调查的决定草案（8月23日）
	就温格恩一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8月26日）
	就生活服务项目收费问题给小人民委员会的信（8月27日）
	给叶·萨·瓦尔加的便条并附关于建立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情报所的提纲（8月31日）
	给中央统计局的信（8—9月）
	1  给中央统计局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8月16日）
	2  给中央统计局局长或副局长的信和给秘书的指示（9月1日）
	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9月1日）
	关于欧洲工人的捐款（9月）
	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9月2日）
	2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9月3日）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复照努兰斯的决定草案（9月4日）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指示的决定草案的补充（9月5日或6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动用黄金储备问题的决定草案（9月）
	1  9月7日草拟的决定
	2  9月14日草拟的决定
	俄共（布）中央秘密信件的草稿（9月9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自由出售莫斯科库存书籍的决定草案（9月13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莫斯科联合企业公司的决定草案（9月13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组建国营托拉斯的决定草案（9月14日）
	关于推荐人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9月15日）
	关于清党（9月20日）
	给瓦·弗·古比雪夫的信和美国来俄工人的保证书草稿（9月22日）
	关于工农检查院的任务、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的问题（9月27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共和国问题的决定草案（10月7日或8日）
	关于考察党员负责干部的一条意见（10月8日）
	致全俄电气技术人员第八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0月8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种植甜菜问题的指示草案（10月1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社会保险的决定草案（10月10日）
	关于拨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口粮和资金问题的信（10月10日）
	就指派中东铁路谈判代表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的建议（10月11日）
	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信（10月12日）
	就鲁特格尔斯的建议给政治局委员的信（10月12日和15日之间）
	十月革命四周年（10月1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调派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去做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10月1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理巴库和阿塞拜疆的派别斗争的决定草案（10月15日）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0月17日）
	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急剧转变
	1918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论农民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
	战略退却
	新经济政策的含义
	谁将取得胜利——是资本家还是苏维埃政权？
	斗争还将更加残酷
	是最后的斗争吗？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
	同个人利益结合和个人负责的原则
	我们是否能为自己工作？
	过时的方法
	最大的奇迹
	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
	三大敌人
	第一个敌人——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
	第二个敌人——文盲
	第三个敌人——贪污受贿
	军事任务和文化任务的区别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统一的租让事务委员会的决定草案（10月17日）
	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关于同鲁特格尔斯小组达成协议问题的决定草案（10月19日）
	对同美国救济署达成的关于向俄国寄送食物包裹的协议草案的意见（10月19日）
	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10月19日）
	关于物色货币流通问题的咨询人员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10月20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福勒式犁的决定草案（10月21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呈送报告和图表问题的决定（10月21日）
	给格·瓦·契切林的便条和在苏维埃政府关于承认外债的声明草案上的批注（10月2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纺织工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10月27日）
	就吸收美国资本建厂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10月28日）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0月29日）
	1  报告
	2  总结发言
	《按商业原则办事》一文提纲（10—11月）

	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10月和11月5日之间）
	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1月5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1922年财政计划和纸币发行计划的决定草案（11月5日和18日）
	同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谈话（11月5日）
	在普罗霍罗夫纺织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6日）  简要报道
	在哈莫夫尼基区工人、红军士兵和青年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7日）
	在电力三厂（原“狄纳莫”厂）工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1月7日）  简要报道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会文化部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决定草案（11月8日）
	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批示（11月9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乌克兰粮食工作的决定草案  给瓦·米·米哈伊洛夫的便条（11月9日）
	关于接受国联药品和防疫器材一事的批语（11月12日）
	关于党的机关同司法侦查机关的相互关系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1月）
	1  11月14日的便条
	2  11月19日的便条
	对关于对诬告的处分的法令草案的补充（11月14日和24日之间）
	对关于实行报纸收费的法令草案的意见（11月15日）

	《新经济政策问题（两篇老文章和一篇更老的跋）》一书序言（11月16日）
	一本有才气的书（11月22日）
	就同施泰因贝格签订合同问题给人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信（11月23日）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11月26日）
	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增设副主席的问题  给亚·德·瞿鲁巴的信和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11月28日和30日）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外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的决定草案的修改意见  给斯大林的便条（11月28日）
	在莫斯科省第一次农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1月29日）
	对成立工资基金审定委员会的建议的修改意见（11月29日）
	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的意见（11月29日）
	对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的报告的意见（11月30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初稿（12月1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决定草案（12月1日）
	关于俄共历史的意见  给尼·伊·布哈林的便条（12月1日）
	就批判“集体主义者”纲领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2月2日）
	关于“活的联系”的一封信（12月3日）
	关于同意大利契托-契涅马电影公司谈判的一封信（12月5日）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磨粉厂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2月5日）
	对统一战线提纲的意见（12月6日）
	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12月11日）
	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信（不早于12月17日）
	关于清党和入党条件  给彼·安·扎卢茨基、亚·亚·索尔茨和全体政治局委员的信（12月19日）
	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清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2月22日）
	就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问题给政治局的信（12月22日）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12月）
	1  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12月23日）
	2  在非党代表的会议上的讲话（12月26日）
	3  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12月28日）
	关于英国工党的政策（12月27日）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
	1．新经济政策和工会
	2．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
	3．改行所谓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和工会
	4．无产阶级在承认土地工厂等的私有制、由资本家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同在不承认土地和多数大企业的私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进行的阶级斗争之间的重大区别
	5．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
	6．工会和企业管理
	7．工会的作用和工会怎样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和国家机关
	8．联系群众是工会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
	9．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会处境的矛盾
	10．工会和专家
	11．工会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1922年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弗·瓦·奥登博格尔案件的决定草案（1月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1月9日和12日之间）
	关于给下诺夫哥罗德无线电实验室拨款问题的意见（1月12日）
	致达吉斯坦劳动者（1月12日）
	对电影事业的指示（1月17日）
	关于施泰因贝格在租让企业中行使职权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月）
	1．1月17日的信
	2．1月23日的信
	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  给亚·德·瞿鲁巴的信（1—2月）
	1．1月24日的信
	2．2月15日的信
	3．2月20日的信
	4．2月20—21日的信
	5．2月21日的信
	6．2月27日的信
	为查对戛纳决议给格·瓦·契切林的信（1月26日）
	就委派米·伊·加里宁视察乌克兰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月27日）
	关于采纳“非党人士”的宣传计划的建议（1月27日）
	给热那亚会议代表团副团长和全体团员的指示草案（2月1日）
	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  给尼·伊·布哈林和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2月1日）
	关于反对战争的问题（2月4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热那亚会议的决定草案（2月4日）
	关于登载介绍帕尔乌斯小册子的电讯（2—3月）
	1  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2月4日）
	2  在格·瓦·契切林来信上写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批示（2月27日）
	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3月11日）
	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草案（2月6日）
	就俄共（布）中央给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给格·瓦·契切林的信（2月7日）
	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两项建议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便条（2月11日）
	关于加强格鲁吉亚红军问题  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信（2月13日）
	在尼·列·美舍利亚科夫信上作的批注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草案（2月14日）
	关于俄共（布）中央统计处和登记分配处的工作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的信（2月14日）
	就热那亚会议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2月15日）
	关于对沙季洛沃燕麦托拉斯贷款问题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2月17日）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2月20日）
	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2月22日）
	关于批准拉姆津教授出国治疗的建议（2月23日）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会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2月23日）
	俄共（布）中央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2月24日）
	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便条和关于致意大利照会的决定草案（2月24日）
	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建议  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2月25日）
	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2月28日）
	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决定草案的意见  给约·维·斯大林的信（2月28日和3月16日之间）
	政论家札记  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2月底）
	一  打个比方
	二  不用比喻
	三  论捉狐狸；论莱维；论塞拉蒂
	关于《政论家札记》一文的几点设想
	就民法典问题给亚·德·瞿鲁巴的信（3月1日）
	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3月3日）
	就对外贸易垄断制和外贸工作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信（3月3日）
	就索柯里尼柯夫的建议写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3月5日）
	附录
	关于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1921年6—7月）
	1  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初步意见（不晚于6月10日）
	2  笔记和发言提纲（6月22日—7月12日）
	3  《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讲话》提纲（6月28日）

	4  一篇拟写文章的提纲（不晚于7月11日）
	5  《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不晚于7月11日）
	6  在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意大利代表团联席会议上作的笔记（7月11日）
	论“丧失阶级特性”的小册子的提纲（6月）
	《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提纲草案》和列宁的修改意见（7月21日）
	粮食估算（9月）
	关于南方钢铁托拉斯的札记（10月11日以后）
	《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提纲（10月14日以前）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报告提纲（10月17日以前）
	同阿·马·高尔基谈话时记的要点（10月17日以前）
	呈送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图表（10月21日）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提纲（10月29日以前）
	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关于巩固党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12月22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报告的提纲（不晚于12月23日）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的要点（12月28—30日）
	《政论家札记》一文的两个提纲（1922年1—2月）
	对小人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草案的意见（2月）
	俄共（布）党员全国统计调查表（2月13日）
	注释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年表

	附录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