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310395
SS号=1431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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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
	48．致陆军人民委员部（1917年12月31日〔191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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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致美国大使戴维·罗·弗兰西斯（1月1日〔14日〕）
	50．致彼得保罗要塞政治委员（1月1日〔14日〕）
	51．给列·米·卡拉汉的直达电报（1月3日〔16日〕）
	52．致赤卫队司令部（1月3日〔16日〕）
	53．同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来往便条（1月3日〔16日〕）
	54．同莫·索·乌里茨基的来往便条（1月5日〔18日〕）
	55．命令（1月5日〔18日〕）
	56．给伊·扎·施泰因贝格的电话（1月7日〔20日〕）
	57．致康·亚·梅霍诺申（1月7日〔20日〕）
	58．给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指示（不早于1月7日〔20日〕）
	59．给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命令（1月7日〔20日〕以后）
	60．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月8日〔21日〕）
	61．给列·尼·斯塔尔克的指示（1月8日〔21日〕）
	62．同费·埃·捷尔任斯基的来往便条（不早于1月8日〔21日〕）
	63．发往哈尔科夫和莫斯科的电报（1月13日〔26日〕）
	64．致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局（1月13日〔26日〕）
	65．致康·亚·梅霍诺申（1月13日〔26日〕）
	66．致玛·亚·斯皮里多诺娃（1月13日和27日〔1月26日和2月9日〕之间）
	67．致卡·伯·拉狄克（1月14日〔27日〕）
	68．致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格·康·奥尔忠尼启则（1月15日〔28日〕）
	69．致海军革命委员会（1月15日〔28日〕）
	70．致财政人民委员部（1月15日〔28日〕）
	71．致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和尼·瓦·克雷连柯（1月15日〔28日〕）
	72．致外交人民委员部（1月16日〔29日〕）
	73．致陆军人民委员部（1月17日〔30日〕）
	74．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1月17日〔30日〕）
	75．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1月17日〔30日〕）
	76．关于给斯莫尔尼调拨参考书的指示（1月18日〔31日〕）
	77．给秘书的指示（1月19日〔2月1日〕）
	78．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1月19日〔2月1日〕）
	79．致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月21日〔2月3日〕）
	80．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直达电报（1月22日〔2月4日〕）
	81．给库·曼纳和卡·维克的电报（1月24日〔2月6日〕）
	82．致格·瓦·契切林（1月24日〔2月6日〕）
	83．给阿瑟·韩德逊的电报（1月24日〔2月6日〕）
	84．致财政人民委员部（1月24日〔2月6日〕）
	85．给陆军委员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的命令（1月28日〔2月10日〕）
	86．给А．Л．缅齐科夫斯基的命令（1月28日〔2月10日〕）
	87．致尼·伊·波德沃伊斯基（1月29日〔2月11日〕）
	88．致安·卢·柯列加耶夫（1月30日〔2月12日〕）
	89．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月30日〔2月12日〕）
	90．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1月30日〔2月12日〕）
	91．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1月30日〔2月12日〕）
	92．致尼·彼·哥尔布诺夫（1月31日〔2月13日〕）
	93．给米·阿·穆拉维约夫的电报（2月14日）
	94．给秘书的批示（2月14日）
	95．给库·曼纳的电报（2月14日）
	96．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2月14日）
	97．给埃·维·卢甘诺夫斯基的电报（2月14日）
	98．给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直达电报（2月14日）
	99．给埃·维·卢甘诺夫斯基的电报（2月15日）
	100．给顿河州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电报（2月16日）
	101．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2月17日）
	102．给尼古拉车站政治委员的指示（2月17日）
	103．给Л．Б．乌尔班的电报（2月19日）
	104．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2月20日）
	105．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2月22日）
	106．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2月23日）
	107．给库尔斯克苏维埃和奥廖尔苏维埃的电报（2月23日）
	108．给和谈代表团的电报（2月25日）
	109．给瓦·瓦·沃罗夫斯基的电报（2月26日）
	110．发往伊尔库茨克的电报（2月27日）
	111．致各级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3月1日）
	112．致费·埃·捷尔任斯基（3月4日）
	113．给奔萨苏维埃的电报（3月6日）
	114．给莫斯科苏维埃的电报（3月8日）
	115．致玛·费·安德列耶娃（1918年3月11日和1919年8月底之间）
	116．致格·康·奥尔忠尼启则（3月14日）
	117．致最高军事委员会（3月16日）
	118．给安·卢·柯列加耶夫的电话（3月18日以前）
	119．致玛·亚·斯皮里多诺娃（3月21日）
	120．致格·瓦·契切林（3月21日）
	121．致中央征用委员会（3月25日）
	122．给格·亚·乌西耶维奇的电报（3月25日）
	123．致莉·亚·福季耶娃（1918年3月25日和1919年9月之间）
	124．给А．М．尤里耶夫的直达电报记录（3月26日）
	125．致邮电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3月26日）
	126．给彼得格勒劳动公社人民委员会的电报（3月28日）
	127．致Т．И．波波夫（4月1日）
	128．致格·瓦·契切林（4月1日）
	129．给彼得格勒劳动公社人民委员会的电报（4月1日）
	130．同瓦·弗·古比雪夫的来往直达电报（4月2日和4日之间）
	131．致列·雅·卡尔波夫和格·伊·彼得罗夫斯基（4月5日）
	132．给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4月5日）
	133．致德·彼·博哥列波夫和Т．И．波波夫（4月5日）
	134．致尼·彼·哥尔布诺夫（4月5日或10日）
	135．致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4月6日）
	136．致费·埃·捷尔任斯基（4月6日）
	137．给伊·埃·古科夫斯基的电报（4月7日）
	138．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和谢·帕·谢列达（4月8日）
	139．致德·彼·博哥列波夫和亚·德·瞿鲁巴（4月10日）
	140．致格·瓦·契切林（4月10日）
	141．致Т．И．波波夫（4月10日）
	142．致格·瓦·契切林（4月10日）
	143．给拉脱维亚步兵的批示（不早于4月13日）
	144．致司法人民委员部（4月15日）
	145．致谢·帕·谢列达（4月16日）
	146．致德·彼·博哥列波夫和伊·埃·古科夫斯基（4月16日）
	147．给下诺夫哥罗德苏维埃主席的电报（4月17日）
	148．致雷宾斯克各苏维埃组织和工人组织（4月20日）
	149．给辛比尔斯克苏维埃主席的电报（4月20日）
	150．致小人民委员会（4月21日）
	151．致格·瓦·契切林（4月22日）
	152．致土耳其斯坦边疆区苏维埃塔什干代表大会、土耳其斯坦边疆区人民委员会、伊布拉吉莫夫和克列夫列耶夫（4月22日）
	153．致格·瓦·契切林（4月23日以前）
	154．给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4月23日）
	155．致阿·伊·李可夫（4月23日）
	156．同伊·埃·古科夫斯基互递的便条（4月23日和5月之间）
	157．致美国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4月24日前后）
	158．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4月24日）
	159．致瓦·米·阿尔特法特（4月25日）
	160．致人民委员会报刊局（4月27日）
	161．给尼·巴·阿维洛夫的直达电报（4月28日）
	162．给赴库尔斯克的和谈代表团的直达电报（4月29日）
	163．给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电报（4月29日）
	164．给斯·格·邵武勉的电报（4月29日）
	165．致雷蒙德·罗宾斯（4月30日）
	166．致农业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陆军人民委员部及雅·米·斯维尔德洛夫（4月30日）
	167．致亚·德·瞿鲁巴（不早于4月）
	168．给乌拉尔区域国有化企业管理局弗·尼·安德龙尼科夫的电报（5月2日）
	169．同约·维·斯大林的来往直达电报（5月2日）
	170．致俄共（布）中央（5月3日）
	171．给帕·费·维诺格拉多夫的电报（5月3日）
	172．致德·伊·库尔斯基（5月4日）
	173．给赴库尔斯克的和谈代表团的电报的草稿（5月6日）
	174．致亚·德·瞿鲁巴（5月8日）
	175．致格·瓦·契切林（5月8日）
	176．给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电报（5月8日）
	177．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的指示（5月9日）
	178．致亚·德·瞿鲁巴（5月10日）
	179．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电报（5月11日）
	180．致帕·彼·马林诺夫斯基（不晚于5月13日）
	181．给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电报（5月13日）
	182．致阿·伊·李可夫（不晚于5月14日）
	183．致斯·格·邵武勉（5月14日）
	184．致美·亨·勃朗斯基（5月14日）
	185．致雷蒙德·罗宾斯（5月14日）
	186．致最高军事委员会（5月16日）
	187．致格·瓦·契切林（5月16日）
	188．致阿·伊·李可夫（5月17日）
	189．给陆军人民委员的命令（5月17日）
	190．同亚·德·瞿鲁巴互递的便条（5月20日）
	191．致亚·德·瞿鲁巴（5月20日）
	192．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5月23日）
	193．给秘书的指示（5月24日）
	194．致阿·阿·越飞和维·鲁·明仁斯基（5月24日）
	195．在海军总参谋长报告上的批示（5月24日）
	196．致斯·格·邵武勉（5月24日）
	197．致列·达·托洛茨基（5月24日）
	198．致外交人民委员部（不早于5月25日）
	199．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5月28日）
	200．同亚·德·瞿鲁巴互递的便条（5月28日）
	201．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5月30日）
	202．致阿·伊·李可夫（5月31日）
	203．给瓦·弗·库拉耶夫的直达电报（5月31日）
	204．致格·叶·季诺维也夫（5月31日）
	205．给维克萨工人的电报（5月31日）
	206．致阿·伊·李可夫（5月31日）
	207．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电话（6月2日）
	208．致阿·阿·越飞（6月2日）
	209．致扬·安·别尔津或格·李·什克洛夫斯基（6月2日）
	210．给瓦·卢·帕纽什金的电报（6月3日）
	211．在Н．И．索洛维约夫和萨·米·捷尔-加布里耶良的便条上的批示（6月5日）
	212．同亚·德·瞿鲁巴的来往便条（6月7日）
	213．致亚·德·瞿鲁巴（6月7日）
	214．致亚·彼·斯米尔诺夫（6月7日）
	215．给水运总管理局的电报（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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