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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致维·阿·卡尔宾斯基（7月15日以后）
	95．致约翰奈斯·胡贝尔（7月18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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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致格·叶·季诺维也夫（7月26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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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致伊·费·阿尔曼德（3月19日）
	209．致亚·米·柯伦泰（3月19日）
	210．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20日以前）
	211．致格·叶·季诺维也夫（不晚于3月20日）
	212．致亚·米·柯伦泰（不早于3月20日）
	213．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20日或21日）
	214．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21日以前）
	215．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21日）
	216．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23日以前）
	217．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23日和25日之间）
	218．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23日以后）
	219．致伊·费·阿尔曼德（3月31日）
	220．致格·叶·季诺维也夫（3月底）
	221．致亚·米·柯伦泰（4月4日）
	222．致格·叶·季诺维也夫（4月4日）
	223．致格·叶·季诺维也夫（4月4日以后）
	224．致伊·费·阿尔曼德（4月7日）
	225．致格·叶·季诺维也夫（4月10日）
	226．致达·波·梁赞诺夫（4月10日）
	227．致格·列·皮达可夫、叶·波·博什、尼·伊·布哈林（4月10日以后）
	228．致格·叶·季诺维也夫（4月18日以前）
	229．致格·叶·季诺维也夫（4月18日以前）
	230．致格·叶·季诺维也夫（4月18日）
	231．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4月18日以后）
	232．致格·叶·季诺维也夫（4月18日和24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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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致格·李·什克洛夫斯基（5月11日）
	239．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5月16日）
	240．致格·叶·季诺维也夫（5月17日以前）
	241．致维·阿·卡尔宾斯基（5月17日）
	242．致格·叶·季诺维也夫（5月17日）
	243．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5月19日）
	244．致格·叶·季诺维也夫（5月19日）
	245．致格·叶·季诺维也夫（5月21日）
	246．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5月23日）
	247．致格·叶·季诺维也夫（5月24日）
	248．致亚·米·柯伦泰（5月28日以后）
	249．致索·瑙·拉维奇（5月31日）
	250．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6月3日和6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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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6月3日和6日之间）
	253．致索·瑙·拉维奇（6月3日以后）
	254．致维·阿·卡尔宾斯基和索·瑙·拉维奇（6月4日以后）
	255．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6月4日以后）
	256．致格·叶·季诺维也夫（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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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6月17日以前）
	259．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6月17日）
	260．致格·叶·季诺维也夫（6月17日）
	261．致格·叶·季诺维也夫（6月17日和25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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