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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 no. 1 怎樣辦好農村黑板報 林音頻 濟南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 no. 2 怎樣讀統計數字 T.B. 列布式金 鐵大章 北京 : 計劃統計雜誌社, 1955

Box 1 no. 3-4 論讀書 艾思奇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Box 1 no. 5 祖國对青年的要求 范羣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1 no. 6 金山法師六秩壽辰特輯 [中國 : s.n., 196-?]

Box 1 no. 7 怎樣讀書 阿・普里馬柯夫斯基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1 no. 8 新印譜. 第三集 徐志偉 上海 :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1975

Box 1 no. 9 斯大林是集體農場制的理論家和組織者 卡拉伐也夫 黃澄中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0

Box 1 no. 10 人民新聞工作的基本知識 : 新聞工作文選之一 南方日報 [中國] : 南方日報, 1950

Box 1 no. 11 蘇聯地方報刊為提前完成五年計劃而鬥爭 岡察洛夫 包之靜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4

Box 2 no. 1 圖書舘・蘇聯國立列寧圖書舘・蘇聯科學院圖書舘 華西里青科 斯魯霍夫斯基, 蘇大悔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2 no. 2 怎樣研究時事 戴夫 哈爾濱 : 東北書店, 1948

Box 2 no. 3 中庸的人性論 刘澤如 西安 :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2 no. 4 給報紙寫稿的常識 宮琦編勒 濟南 :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2 no. 5 怎样学習國际时事 思慕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56

Box 2 no. 6 兽医針灸汇編 中国. 农业部. 畜牧兽医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7

Box 2 no. 7 香港中山圖書館中文線裝書簡目 香港中山圖書館 [中國 : s.n., 196-?] , 1972

Box 2 no. 8 充分发挥笔杆子的战斗作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2 no. 9
新年献词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

报》一九七三年元旦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2 no. 10 我怎樣當報紙通訊員 王占順 瀋陽 : 東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2 no. 11 報紙中的文化問題 古舍勒夫 李龍牧 北京 : 三聯, 1955

Box 2 no. 12 東方學

丁則良, 在布拉根斯基領導

下的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

所工作小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2 no. 13 锻鍊立場與作風 李井泉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8

Box 2 no. 14 怎樣編寫通俗報刋 柯藍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2 no. 15 怎樣編寫通俗報刋 柯藍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2 no. 16 馬克思主义辯証法論普遍联系和發展 关鋒 濟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 no. 17 成染料顯影化學 P.W. 維德姆 威斯堡格 北京 : 中國電影出版社, 1957

Box 2 no. 18 學思錄 陳絜 吉隆坡 : 學生周報學友會, [196-?]

Box 2 no. 19 怎樣讀地圖 李海晨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2 no. 20 趣怪. 第十一冊, 伍憲子致海外國民黨人書 趣怪半月刊社 [中國] : 趣怪半月刊社,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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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 no. 21 光榮偉大的四十年 劉少奇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1

Box 3 no. 1 思想方法和讀書方法 胡繩 華北 : 耕耘出版社, [196-?]

Box 3 no. 2 列宁选集四卷集目录 Stalin, Josep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3 no. 3 論美蘇戰略 關同生 香港 : 今日生活出版社, 1953

Box 3 no. 4 国际常识名词解释 时雨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3 no. 5 统计指数 張知几 欧陽昌堯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3 no. 6 一個奇妙的預表 趙世光 香港 : 靈糧刊社, 1961

Box 3 no. 7 學術與典藉. 一 楊家駱 台北 : 世界書局, 1953

Box 3 no. 8 學術與典藉. 二 楊家駱 台北 : 世界書局, 1953

Box 3 no. 9 简化字总表 : 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8

Box 3 no. 10 图書館工作. 第五期 图書館工作編輯委員会 北京 : 北京图書館, 1959

Box 3 no. 11-12 北京图书館 李希泌 王树偉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6

Box 3 no. 13 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
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类表編

輯小組
北京 : 北京圖書館, 1958

Box 3 no. 14 军事通讯员 特洛依茨基 黃惠民 北京 : 时代出版社, 1957

Box 4 no. 1 人生走筆 龔寶善 [中國] : 龔寶善, 1957

Box 4 no. 2 共產主義的人生觀 [中國] : 學習出版社印行, 1949

Box 4 no. 3 四十一顆紅心向太陽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4 no. 4 學習焦裕祿的榜樣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 第二輯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6

Box 4 no. 5 學習保爾・柯察金 : 青年讀物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天

津市工作委員會. 宣傳部
天津 : 知識書店, 1951

Box 4 no. 6 批評胡適的反動哲學思想 艾思奇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4 no. 7 思想雜談 (第1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8 思想雜談 (第2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9 思想雜談 (第3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10 思想雜談 (第5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11 思想雜談 (第6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12 思想雜談 (第7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13 思想雜談 (第8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14 思想雜談 (第9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15 思想雜談 (第10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16 思想雜談 (第11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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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 no. 17 思想雜談 (第12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4 no. 18 思想雜談 (第13輯) 馬鐵丁 武漢 : 武漢通俗出版社, 1951-

Box 5 no. 1 自覺紀律的培養 乃禾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5 no. 2 歷史唯物主義 考爾涅也夫 劉若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5 no. 3 關於青年品質修養的幾個問題 波略柯夫 乃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5 no. 4 論傳統歷史哲學 張陰麟 台北 : 中央文物供應社, 1953

Box 5 no. 5 新家庭論 V.斯維得洛夫 常樂生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5 no. 6 斯大林論批評與自我批評 曹葆華 毛岸青 北京 :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2

Box 5 no. 7 中華民族精神 ─ 氣節 張君勱 香港 : 再生雜誌社, 1952

Box 5 no. 8 韓非子集釋補 陳奇猷 北京 : 中華書局出版, 1961

Box 5 no. 9 反馬克思主義的胡風文藝思想 黃秋雲 李仲旺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5 no. 10 讀易論辯證法 王震 [中國 : s.n.], 1955

Box 5 no. 11 理則學與辯證法 張鐵君
台灣 : 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印, 

1951

Box 5 no. 12 論馬克思和恩格斯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0

Box 5 no. 13 物質第一性 意識第二性 張樹义 沈陽 : 遼宁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 no. 14 魏晉玄學中的社會政治思想畧論 湯用彤 任繼愈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 no. 15 關於辯證唯物主義的一些基本知識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5 no. 16 論批評与自我批評   (增訂本) 天津 : 讀者書店, 1950

Box 5 no. 17 形式邏輯 勃魯塞林斯基 沈志遠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0

Box 5 no. 18 跟着党干一辈子革命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65

Box 5 no. 19 唯物辯証法的主要范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 no. 20 真理具体性原理和它对实踐的意义 姜彬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9

Box 5 no. 21-22 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在心理学方面的反动观点 朱智賢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Box 5 no. 23 論假設和实用主义对它的歪曲 陈元暉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6 no. 1 訓練理智 John F.B. Morgan 阿志強 [中國] : 激流, [196-?]

Box 6 no. 2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藉出版局, 1950

Box 6 no. 3-4 蘇維亞怎樣管制思想 [中國 : s.n.] , 1952

Box 6 no. 5 王安石・李贽 : 法家反儒斗檃故事新編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6 no. 6 引言 : 中央人民廣插电台廣播稿 艾思奇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6 no. 7
世界的物貭性及其发展規律的客观性 : 中央人民廣

插电台廣播稿
耿立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6 no. 8 物貭和意識 : 中央人民廣插电台廣播稿 刘际启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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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 no. 9 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 : 中央人民廣插电台廣播稿 黎明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6 no. 10 什麽是唯物論，什麽是唯心論 艾思奇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6 no. 11 論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米丁 楊獻珍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0

Box 6 no. 12 和机关青年談工作和学習問題 楊甫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6 no. 13
攻上文化關攀登理論山 : 記老工人葉世忠是怎樣邊

學哲學邊學文化的
香港 : 三聯書店, 1971

Box 6 no. 14 工作与学习 謝覚哉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6 no. 15 想理與生活 麥寧 香港 : 青年知識社, 1949

Box 6 no. 16 機關青年應怎樣對待工作和學習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

Box 6 no. 17 觀念論 : 新哲學大綱新增附錄 V・賽夫金 鄭易里 [中國] : 北平國際文化社, 1938

Box 6 no. 18 共產主義道德是最高尚的道德 馬鐵丁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6 no. 19 辯證唯物主義論自由與必然性 格・菲奧多羅夫 周輔成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6 no. 20 思想方法 胡繩 北京 : 三聯, 1948

Box 6 no. 21 給青年們的畫 蕭劍青 [中國] : 勵志出版社, 1953

Box 6 no. 22 中國哲学史略 侯外廬 張豈之, 楊超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

Box 7 no. 1 和青年談理想 王冶民 楊小春 江西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7 no. 2 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7 no. 3 甚麼是工人階級思想 吳介民 廣西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7 no. 4 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的主要關鍵 華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7 no. 5 怎樣鍛鍊意志 楊牧 香港 : 自學出版社, 1954

Box 7 no. 6-7 透過現象看本質 :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7 no. 8 唯物論的歷史觀
Plekhanov, Georgiĭ 

Valentinovich
北京 : 新華書店, 1951

Box 7 no. 9 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道德教育 包爾德列夫 維加 北京 : 中外出版社, 1951

Box 7 no. 10 矛盾的轉化 :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 1971

Box 7 no. 11 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歷史唯物論的信 艾思奇 北京 : 學習雜誌社出版, 1951

Box 7 no. 12 譚嗣同哲學思想 楊榮國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7 no. 13 論知識分子活學活用 毛澤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7 no. 14 要學習好必善於獨立工作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

Box 7 no. 15 和青年朋友談談學習中的幾個問題 如潛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7 no. 16 論共產主義道德 柯爾巴諾夫斯基 康丁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3

Box 7 no. 17 孟子性善說與荀子性惡說的比較研究 陳夫齊 台北 :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1953

Box 7 no. 18 思想小品. 第四輯 楊浩泉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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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 no. 19 辯證唯物主義論自由與必然性 格・菲奧多羅夫 周輔成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 no. 20 熱愛自己的工作 孫明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7 no. 21 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的無神論 馬・季・蔡卡柯 郭力軍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7 no. 22 怎樣過民主生活 甦旅 上海 : 上雜出版社, 1952

Box 7 no. 23 什麼是我們的遠大前途 艾思奇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7 no. 24 物質第一性 意識第二性 張樹义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 no. 25 論現代資產階級的實證論哲學 穆・沙・巴希托夫 袁文德, 董湘君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35

Box 7 no. 26 「矛盾論」解說 沈志遠 上海 : 上海文匯報 發行, 1952

Box 8 no. 1 論兩種世界觀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0

Box 8 no. 2 向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學習 香港 : 香港三聯, 1966

Box 8 no. 3 馬鐵丁雜文集 : 第一本 馬鐵丁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4

Box 8 no. 4 實踐第一 :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8 no. 5 思想小品. 第三輯 楊浩泉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8 no. 6 道德形上學探本 / 康德 Kant, Immanuel 唐鉞重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7

Box 8 no. 7 意志與性格的培養 KH柯爾尼格夫 李樹森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8 no. 8 和青年談古論今 袁愚明編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8 no. 9 無政府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 葉非莫娃、包列塔也夫 包家祿, 陳壽朋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8 no. 10 唯物史觀批判 胡越 [香港] : 平凡出版社發行, 1950

Box 8 no. 11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陳伯達 瀋陽 : 東北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8 no. 12 談蘇聯青年的道德面貌 包德列夫 陳俠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8 no. 13 人要怎樣才算美 : 蘇聯共青團真理報的 問題討論 顧佩芝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8 no. 14
一切爲了社會主義 : 培養英勇勞動，艱苦奮鬥的精

神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

Box 8 no. 15-16 陽明先生傳習錄大學問節本 錢穆 香港 : 人生出版社, 1957

Box 8 no. 17 培養新的品德 林喬 香港 : 自學出版社, 1955

Box 8 no. 18 怎樣認識自己和社會 黃意誠 香港 : 求實出版社, 1951

Box 8 no. 19 论界限 陆魁宏 湖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8 no. 20
共產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爭 : 批

判胡風集团的哲学思想
楊献珍 中國文学藝術界联合会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5

Box 8 no. 21 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丁浩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8 no. 22-23 孤立地、片面地看問題为什么是錯誤的？ 馬俊芝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 no. 1 唯物辯証法的范疇簡論 艾思奇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 no. 2 形式邏輯中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爭 馬特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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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9 no. 3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9 no. 4
共產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爭 : 批

判胡風集团的哲学思想
楊献珍 中國文学藝術界联合会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5

Box 9 no. 5 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于光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 no. 6 談知識青年的思想改造
青年團蘇南區工作委員會

宣傳部
無錫 : 青年出版社無錫營業, 1952

Box 9 no. 7 論假設和实用主义对它的歪曲 陈元暉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9 no. 8 胡适敎育思想批判引論 王煥勛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 no. 9 怎样避免在工作中犯错误 关鋒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9 no. 10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的武器 应麟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9 no. 11 要成為全面發展的人 加里寧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9 no. 12 全民思想 史穎全 顧毅明, 王申軒 香港 : 全民出版社, 1952

Box 9 no. 13 美國的人格主义是帝國主义反動势力的哲学 尤・卡・梅尔維里 任華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 no. 14 放下思想包袱 中華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2

Box 9 no. 15
反对个人崇拜 : 学習反对个人崇拜有关文件的一些

体会和意見
凌雨軒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 no. 16 劳动創造幸福 高野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9 no. 17 和青年朋友談談学习中的几个問題 如潛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9 no. 18 与青年朋友談幸福 刘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9 no. 19 政治是灵魂 天津市. 敎育局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9 no. 20 否定之否定的規律 关鋒 济南 : 山东人民山版社, 1956

Box 9 no. 21-22 培养为社会主义事業忠誠服务的劳动知識青年 青年团中央学校工作部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9 no. 23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赵紫阳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9 no. 24 現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 周鯁生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

Box 9 no. 25
辯証唯物主义讲稿 : 第四講 :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發

展

中共江西省委講师团敎研

室
江西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9 no. 26 谈谈人的认识 秦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9 no. 27
馮德和鉄欽納的构造心理学派的理論基础 : 对於一

个心理学派的历史評述
荊其誠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58

Box 10 no. 1 礼貎与直爽
天津市中苏友好协会宣傳

部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0 no. 2 范縝的无神論思想 陈元暉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3, 12 黑格尔关于辯証邏輯与形式邏輯的关系的理論 賀麟 張世英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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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0 no. 4 学会使用唯物辩证法 : 学习《矛盾论》例选
中央党校工农兵学哲学调查

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0 no. 5 时间和空间 乐燕平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0 no. 6 辯証唯物主义讲稿. 第一講
中共江西省委講师团敎研

室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7 辯証唯物主义讲稿. 第二講
中共江西省委講师团敎研

室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8 怎样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鄭致光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9
自然界和社会中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 / 尼・

弗・蒲霍夫斯基
蔡华五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10
两把 尺子 两面 镜子  : 孙乐义学习《为人民服

务》、《紀念白求恩》的体会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5

Box 10 no. 11 邏輯学的对象和作用 / 沃依什維洛 賀紹甲 北京 : 三联書店, 1961

Box 10 no. 13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統 楊兴順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14 什么是唯物論, 什么是唯心論 刘淩波 王洪洲 沈阳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15-16 实踐在认識过程中的作用 葛力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0 no. 17 辯證認识論
Rozental', M. M. (Mark 

Moiseevich)
張仲實 東北 : 新中國書局, 1949

Box 10 no. 18 实践论 On practice 毛泽东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1

Box 10 no. 19 談天才 周先庚 郑芳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20 共產主义道德問題 吳江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10 no. 21
新聞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 1958年3月4日在中共

中央直屬机关俱乐部的报告
邓拓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

Box 10 no. 22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奧庫洛夫庫茲涅佐夫 周新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0 no. 23 苏联心理学简史 高覺敷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1

Box 10 no. 24 哲学学习中的几个问题 朱明瑪 冒遜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25 论人性和人道主义 傅容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 no. 26 商鞅, 荀况, 韩非论述浅注 湖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1 no. 1 蘇聯職工會的工作 V.V. 庫茲聶佐夫原 莫新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0

Box 11 no. 2
我們的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 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基

本知識講話
關鋒 山東 :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1 no. 3 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28

Box 11 no. 4 青年要參加選舉與選舉工作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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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1 no. 5 生產三大特點 E 安德烈夫 天津 : 讀書書店, 1949

Box 11 no. 6 人民民主專政問答 周德 香港 : 四海出版社，民智書局, 1950

Box 11 no. 7 國際法與國際機構 J.L. Brierley 潘一德 [中國] : 華國出版社, [196-?]

Box 11 no. 8 不列顚的文官制度 倫敦中央新聞局 [中國 : s.n.], 1954

Box 11 no. 10 民營經濟建設事業叢刊. 丙種叢刊. 第一冊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

會

南京 : 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總會, 

1937

Box 11 no. 11 我們為什麼需要和平 馬恒昌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1

Box 11 no. 12 社會主義農業及其在蘇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C.聶德林 張若彰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1 no. 13 學習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質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華

東工作委員會宣傳部
上海 : 青年出版社華東營業處, [195-?]

Box 11 no. 14-15 蘇聯經濟制度的基本特點 卡把夫斯基 秋江 中國 : 三聯書店, 1949

Box 11 no. 16 我國經濟建設的自然條件 鄧啟東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11 no. 17 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6

Box 11 no. 18 國慶宣傳資料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二十二周年大會

籌備委員會宣傳部

[中國 : s.n., 196-?]

Box 11 no. 19 黨的民主集中制 謝克東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 no. 1 関於當前的宣傳教育工作 正報出版社 [中國] : 正報出版社, 1948

Box 12 no. 2 搶救淪亡的中國 高元正 [中國] : 第四制度出版社, 1978

Box 12 no. 3
自由民主社會建國大同盟 : 海內外人土應即發動挽

救今日中國的危機
高廣經元正 [中國] : 第四制度出版社, 1968

Box 12 no. 4 論紙老虎 [中國] : [s.n.], 1947

Box 12 no. 5 美帝特務在中國的罪行 學純 北京 : 世界知識社, 1951

Box 12 no. 6 改革中國政治外交對策 荊磐石 [中國 : s.n.], 1949

Box 12 no. 7 新保險法釋義 林振鏞 上海 : 中東書局, 1946

Box 12 no. 8 當前教育建設的方針 教育資料叢刊社 漢口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2 no. 9 論社會主義經濟 K.奧斯特羅維卡諾夫 醒石 天津 : 聯合圖書出版社, 1950

Box 12 no. 10 蘇維埃法院的組織與活動底民主原則 加里夫、噶爾金 陳漢章, 陳旭 北京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2 no. 11 我們上了國際主義最生動的一課 蕭華 中國青年社 北京 : 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0

Box 12 no. 12 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重要報告及決議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

對美國侵略委員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2 no. 13 怎樣辦好農民幹部訓練班 華南人民出版社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2 no. 14 政治經濟學研究提綱 科茲洛夫主 上海 : 解放社,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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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2 no. 15 偉大領袖 偉大號召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12 no. 16 蘇聯最新立法要覽 阿斯卡爾哈諾夫 賀一凡 北京 : 天上出版社, 1951

Box 13 no. 1 斯大林和蘇聯青年 巴雅諾夫 趙秀芬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

Box 13 no. 2 工人階級與共產黨 徐懋庸 漢口 :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3 no. 3 列寧与斯大林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者 柯茲洛夫 李少甫 上海 : 中華書局 印行, 1950

Box 13 no. 4
中國共產黨要領導中國在中國人民實現共產主義社

會
區夢覺

廣東省廣州市工人政治講座

廣播委員會
[中國 : s.n.] , 1953

Box 13 no. 5 現代婦女 傅學文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印行, 1946

Box 13 no. 6 資本的循環與周轉 孫懷仁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3 no. 7 世界工聯介紹 : 世界知識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出版, 1950

Box 13 no. 8 金星奬章獲得者任國楝 田流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3 no. 9-10 將革命事業從頭做起 陶希聖
[中國] : 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 

1951

Box 13 no. 11-13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指名大會旁聽記 張君勱 [中國] : 再生雜誌社, 1952

Box 13 no. 14 美帝在西歐的備戰 薛謀洪 北京 : 世界知識社出版, 1951

Box 13 no. 15-16

關於政法工作的情況和目前任務 : 一九五一年五月

十一日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彭真副主任向政務院

第八十四次政務會議的報告並經同次會議批准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3 no. 17 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初稿 : 一九五零年七月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中國] : 啟新文化事業社, 1950

Box 13 no. 18 論列寧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49

Box 13 no. 19 土改問題參考資料. 第二輯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編審部 漢口 :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出版, 1950

Box 13 no. 20

中央人民政府國家統計局關於一九五三年度國民經

濟發展和國家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 : 附：中央人民

政府國家統計局關於一九五二年國民經濟和文化教

育恢復與發展情況的公報 (修正本)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4

Box 13 no. 21
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 : 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資

料彙輯
毛澤東

[中國] : 中共廣州市委會宣傳部 編印, 

1950

Box 14 no. 1 論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4 no. 2 在台所見、所聞、所思 查良鏞 香港 : 明報, 1973

Box 14 no. 3 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黃敬齋 香港 : 新社會出版社 出版, 1955

Box 14 no. 4 捷克斯洛伐克今天的婦女 哈符里斯柯伐 朱文澖 上海 : 中華書局, 1949

Box 14 no. 5 蘇修叛徒集團現狀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14 no. 6 人民法院基本知識講話 黃遠 廣東 :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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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4 no. 7 新五月史話 上海 : 上海市學生聯合會, 1947

Box 14 no. 8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憲法 舒翼翬 漢口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4 no. 9 什麼是革命青年的前途 青年團華南工作委員會 廣州 : 華南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14 no. 10 「老和尚與小和尚」 : 中共政權的總清算 海外編輯社 台北 : 海外出版社編印, 1957

Box 14 no. 11 菲韓紀行 張其昀 [中國] : 正中書局, 1949

Box 14 no. 12 中國古代法理學 王振先 [中國] : 商務印書館, 1929

Box 14 no. 13 怎樣聯繫學校和家庭 柏・斯庫卜斯基 培己 上海 : 啟明書局, 1953

Box 14 no. 14 學習五級分制記分法 廣東教育與文化月刊社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4 no. 15 封建社會 沙林, 孔乙 羣眾書店編輯部, 張茅 上海 : 上海羣眾書店, 1952

Box 14 no. 16 在聯共 (布)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米高揚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4 no. 17 美帝正把全球戰略重點移到亞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14 no. 18 英雄的紅衛兵萬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15 no. 1 馬列主義的世界觀 斯摩拉克 吳斐 廣州 : 南方書店, 1950

Box 15 no. 2 積極開展廠礦企業中的體育運動 人民體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54

Box 15 no. 3 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是國家當前的中心任務 中共重慶市委. 宣傳部 重慶 : 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 編印, 1952

Box 15 no. 4
人人必讀 聯合國憲章指南 : 附聯合國準備委員會過

渡辦法 (附英文原文)
歐愛爾 上海 : 國際出版社編印, 1946

Box 15 no. 5 龍鳳雙劍 王菊蓉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3

Box 15 no. 6-7 中國傳統政治 : 國史新論之二 錢穆 [中國] : 中國問題研究所, 1950

Box 15 no. 8 國家和法律 康士坦丁諾夫 劉羣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5 no. 9 民主集中制 谷明 北京 : 新潮書店印行, 1950

Box 15 no. 10
和平民主統一建國之路 : 中國民主同盟重要文獻 

(一)
民憲出版社 香港 : 民憲出版社, 1946

Box 15 no. 11 論人民羣眾在歷史上的決定性作用 馬約洛夫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5 no. 12 論我國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客观根源 黃枬森 王慶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5 no. 13 蘇聯人民為恢復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而鬥爭 徐文,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5 no. 14 怎樣開好人民代表會議 楊幼華 劉毅 上海 : 通傳文化出版社, 1951

Box 15 no. 15 中总改选演義 巴陵 九龍 : 大一印刷公司, 1955

Box 15 no. 16 中國第三勢力出現 陳俊彦 香港 : 陳俊彦, [196-?]

Box 15 no. 17 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曹葆華, 毛岸清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5 no. 18 中國人民大憲章 韜羣 廣州 : 正大書店, 1950

Box 15 no. 19 緬甸與中國 張正藩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5 no. 20 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 馮定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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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5 no. 21 工會小組長指南 傅也俗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3

Box 15 no. 22 美國的法西斯政治 莫森斯基 于友 北京 : 中外出版社, 1951

Box 15 no. 23 論列寧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6 no. 1 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宣傳

鼓動部
湯茀之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0

Box 16 no. 2-3 中國政治史綱要 蔣君章 台北 : [s.n.], 1954

Box 16 no. 4 炮兵的眼睛 張釗 房亞田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6 no. 5 平均利潤和生產价格 洪文达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6 no. 6 給美國工人的信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1953

Box 16 no. 7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問題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3

Box 16 no. 8 論國家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6 no. 9 學習土地法 鄭越 青年學叢編輯委員會 香港 : 青年學叢出版社, 1950

Box 16 no. 10 我國國民經济計劃 徐秉讓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16 no. 11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16 no. 12 中國少年兒童隊隊員手冊 中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廣州 :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6 no. 13 陳毅副總理答記者問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5

Box 16 no. 14 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中國] : [s.n.], 1959

Box 16 no. 15 中國解放區的南丁格尔們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

委員會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16 no. 16 保衛世界和平運動特輯 香港 : 香港大公報,

Box 16 no. 17 丹尼爾的證言 賀仁 台北 : 正中書局, 1979

Box 17 no. 1 與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劉光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0

Box 17 no. 2
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的地質工作 : 第一个五年計劃講

話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7 no. 3 第一个五年計劃中的輕工業 : 第一个五年計劃講話 胡明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7 no. 4
第一个五年計劃中的冶金工業 : 第一个五年計劃講

話
宋养初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5

Box 17 no. 5
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的文教工作 : 第一个五年計劃講

話
高云屏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7 no. 6
第一个五年計劃的任务和規模 : 第一个五年計劃講

話
楊英傑 王光偉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5

Box 17 no. 7 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的農業 : 第一个五年計劃講話 王耕今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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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7 no. 8-9
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的衛生保健事業 : 第一个五年計

劃講話
崔义田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7 no. 10
第一个五年計劃中的燃料工業 : 第一个五年計劃講

話
王新三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7 no. 11
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的科学研究工作 : 第一个五年計

劃講話
武衡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7 no. 12
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的地貭工作 : 第一个五年計劃講

話
程裕淇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7 no. 13
第一个五年計劃中的机器製造業 : 第一个五年計劃

講話
景林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5

Box 17 no. 14 留越紀實 黃杰 台北 :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1954

Box 17 no. 15 美軍在華暴行錄 [中國 : s.n., 196-?]

Box 17 no. 16 關於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 周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7 no. 17 聯共(布)歷史研究提綱 斯切潘諾夫 曹葆華 上海 : 解放社, 1949

Box 17 no. 18 論青年團底任務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Stalin, Joseph 天津 : 聯合圖書出版社印行, 1950

Box 17 no. 19
第一个五年計劃中的化学工業 : 第一个五年計劃講

話
張珍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7 no. 20 第一个五年計劃中的商業 刘明夫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7 no. 21
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會上的演說 : 一九五二

年十月十四日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7 no. 22 為什麼实行新民主主義 李百鶻 香港 : 南方書店 印行, 1949

Box 17 no. 23
培養教育新的一代 : 第一次全國少年兒童工作幹部

大會文獻
中國少年兒童社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0

Box 17 no. 24 工人運動問題. 第三集 工人日報社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0

Box 17 no. 25 工會工作問答 : 增訂本 鄧評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2

Box 17 no. 26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中國] : 西安先鋒社 印行, [196-?]

Box 17 no. 27 幼兒教育中的幾個問題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婦女兒童福利部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3

Box 17 no. 28 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二次會議重要報告及決議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

對美國侵略委員會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2

Box 18 no. 1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 格列則爾曼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8 no. 2 義務教育 袁希濤 王雲五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1

Box 18 no. 3 「一個大笑話」─ 中共和謠剖析 海外出版社 台北 : 海外出版社編印,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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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8 no. 4 軍民関係 政治部宣傳部 上海 : 上海雜誌公司代印, 1949

Box 18 no. 5 印度支那三國人民戰鬥團結的重大勝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18 no. 6 我為祖國做了些什麼工作 文化學習社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8 no. 7-8 宋瑛事件 : 中國共產黨的一齣內閧 駱芳盛 香港 : 南風出版社,

Box 18 no. 9
蘇聯青年團中央歸於列寧少年先鋒隊工作的兩個文

件
青年出版社編輯部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18 no. 10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間要做那些事情 余生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8 no. 11 陳明仁智戲小諸葛 香港 : 集文出版社, 1957

Box 18 no. 12 歷史唯物論 ─ 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 (訂正本) 艾思奇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8 no. 13 婦女問題基本知識 羅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8 no. 14 我們的最高理想 ─ 共產主義 童大林 瀋陽 : 東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8 no. 15 美國人如此看中國 約翰。赫賽等 Hersey, John 香港 : 現實社, 1946

Box 18 no. 16 宣傳員基礎知識 宣傳員用冊社 山東 :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8 no. 17 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講話 中央人民廣播電視財經組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19 no. 1-2 論自由 李洪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9 no. 3 我們的黨國旗 改造出版社 台北 : 改造出版社, 1952

Box 19 no. 4-5 論共犯 李光燦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1957

Box 19 no. 6 偉大祖國的忠实兒女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19 no. 7 談青年團員入黨問題 青年團蘇南區工委宣傳部 無錫 : 青年出版社無錫營業處, 1952

Box 19 no. 8 菲律濱與華僑 黃哲真 [中國 : s.n., 196-?]

Box 19 no. 9 僑鄉紀事 黃岑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9 no. 10 年青的接班人 薩莫依連柯 程代熙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9 no. 11 青年團基本知識教材
青年團華北工委宣傳部, 中

國青年社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19 no. 12
企業中的工會羣眾組織工作 : 蘇聯工會基層工作講

話
阿斯塔霍夫 楊詩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19 no. 13 青年團基本知識教材
青年團華北工委宣傳部, 中

國青年社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19 no. 14 青年工人入團講話 李凱 馬仁, 曾壽 上海 : 華東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2

Box 19 no. 15
工人們在國家建設中的偉大任務 : 慶祝一九五三年

五一國際勞動節
廣州市總工會文教部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9 no. 16 戰爭論筆記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冰生 北京 : 三聯書店, 1949

Box 19 no. 17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典 余長河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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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9 no. 18 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 曉亮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3

Box 19 no. 19-20 幸福的歸國華僑學生 文素平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9 no. 21 爭民主的中國政党 民主民叢出版社 上海 : 民主文叢社, 1946

Box 19 no. 22 三大憲章學習手冊 葉明華 上海 : 實用出版社, 1949

Box 20 no. 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

決議
北京 :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4

Box 20 no. 2 土改整黨典型經驗 劉少奇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8

Box 20 no. 3 論國際形勢 史丹諾夫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47

Box 20 no. 4 聯合國憲章及批准議定書 : (附英文本) 國際出版社 上海 : 國際出版社 編印, 1946

Box 20 no. 5

斯大林論資本主義制度的兩次危機與兩次世界大戰 

Tevarishch Stalin o dvukh krizisakh kapitalisticheskoi 

sistemy mirovogo khoziaistva i dbbux mirovykh voinakh

Leont'ev, L. A. (Lev 

Abramovich)
譜萱 上海 : 中華書局出版, 1950

Box 20 no. 6 怎樣自修馬列主義 加里寧 水夫 上海 : 時代出版社, 1953

Box 20 no. 7 獨佔價格與價值 莫蒂列夫 慶德葦 上海 : 中華書局出版, 1949

Box 20 no. 8 社會秩序 雷克洛 田恩霈 香港 : 新生出版社　, 1950

Box 20 no. 9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

年團的決議
中國青年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0

Box 20 no. 10 蘇聯經濟的基本特點 迦托夫斯基 林秀 上海 : 時代出版社, 1950

Box 20 no. 11 光復大陸戰略戰術 : 獻變反共抗俄偉大的民族英雄 張仁正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0

Box 20 no. 12
世界人權宣言 : 聯合國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

日通過並予公布
聯合國. 新聞部 [中國] : 聯合國新聞部, 1949

Box 20 no. 13
对于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 基本問題的

認識
魏文伯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0 no. 14 國際関係 雷菘生 台北 : 台灣東方書店, 1957

Box 20 no. 15 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 郭志嵩 台北 : 中央文物供應社, 1953

Box 20 no. 16 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招考工作 齊筠 香港 : 華僑學生出版社, 1954

Box 21 no. 1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 格列則爾曼 北流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21 no. 2 中國少年兒童隊代表隊在國外 楊一薌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21 no. 3
告人民書，論「民主」與專政。什麼是蘇維埃政權 

?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5

Box 21 no. 4 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宣傳

鼓動部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2

Box 21 no. 5 為和平與各民族間友誼而鬥爭反對新爭挑撥者 維辛斯基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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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1 no. 6 新民主主義ABC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三 Stein, Günther 薪荊 上海 : 晨社, 1946

Box 21 no. 7, 9 世界政局的展望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九 Stein, Günther 賈敏 上海 : 晨社, 1946

Box 21 no. 8 延安的日本俘虜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八 Stein, Günther 谷桃 上海 : 晨社, 1946

Box 21 no. 10 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第十二次全會上的報告 什維爾尼克 李鴻禮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21 no. 11 青年團底任務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唯真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21 no. 12 怎樣作工作總結 大眾書店編輯委員會 [中國] : 大眾書店, 1950

Box 21 no. 13 我國第一年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和基本精神 楊英傑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5

Box 21 no. 14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憲法 陳漢章 [中國] : 新華書店, 1950

Box 21 no. 15 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 高一涵 長沙 : 商務印書館, 1934

Box 21 no. 16 什麼是奴隸制社會 徐崙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21 no. 17 論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 聯合社 華中 : 華中新華書店, 1949

Box 21 no. 18 工人運動問題. 第四集 工人日報社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1

Box 22 no. 1 普選講話 高熙 黎砂 北京 : 華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22 no. 2 斯大林與文化 羅果托夫 蔣天佐 南京 : 時代出版社, 1948

Box 22 no. 3 大規模經濟建設講話
新華通訊社. 地方新聞編輯

部
漢口 :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22 no. 4 論斯大林同志在十八次党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索爾達欽科 祝璜 北京 : 大眾書店, 1950

Box 22 no. 5 聯合國簡介 楊真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2 no. 6-7 蘇聯的職工會 列吉柯夫 秋江 [中國] : 三聯書店, 1950

Box 22 no. 8 斯大林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發展 列昂節夫 李光遠 上海 : 中書書局, 1950

Box 22 no. 9 時局急轉下：台湾內幕 [中國 : s.n., 196-?]

Box 22 no. 10 幹部學習資料 (第2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22 no. 11 幹部學習資料 (第1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22 no. 12 民主改革運動講話 萬山
廣州 : 廣州市手工業工會籌備會翻印, 

[196-?]

Box 22 no. 13
大革命以來上海工人階級為爭取統一團結而鬥爭中

的某些情況
紀康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1

Box 22 no. 14 職工運動文献 2 [中國] : 東北書店, [196-?]

Box 22 no. 15 蘇聯司法界鞏固家庭的努力 斯維得諾夫 岑熙 北京 : 大眾書店, 1950

Box 22 no. 16 美國的資本主義 American capitalism Salvadori, Massimo 楊樹人 台北 : 華國出版社, 1958

Box 22 no. 17 欧洲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化革命 阿・伊・阿尔諾尔多夫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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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2 no. 18
和平民主統一建國之路 : 中國民主同盟重要文獻 

(一)
民憲出版社 香港 : 民憲出版社, 1946

Box 22 no. 19 從第一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 香港 : 長風出版社出版, 1956

Box 22 no. 20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 [中國] : 遼北東北印刷廠 印, 1948

Box 23 no. 1-2 蘇聯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柯羅文 華五 北京 : 中外出版社, 1951

Box 23 no. 3 我曾為鐵托服務 安東・諾瓦克 王家輝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2

Box 23 no. 4
 蘇聯共產黨 (布) 歷史簡明教程 第十二章學習問題

解答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23 no. 5
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 : 介紹幾個共產黨員的模範事

蹟
青年出版社編輯部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23 no. 6 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薩師炯 長沙 : 商務印書館, 1939

Box 23 no. 7 新經濟學講義 李偉堯 [中國 : s.n., 196-?]

Box 23 no. 8 蘇聯的工資制度 柯那斯夫 德厚 上海 : 時代出版社, 1950

Box 23 no. 9 蘇联青年團初級政治學習小組宣傳員的工作 沈江 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局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0

Box 23 no. 10 評中國之命運 Snow, Edgar 艾思奇, 陳伯達 [中國 : s.n., 196-?]

Box 23 no. 11 中國共產黨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 長春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23 no. 12 新民主主義与中國經濟 許滌新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8

Box 23 no. 13 布尔希維克的政治理論 : 一個批評的分析 克尔遜 聶華玲 台北 : 改造出版社, 1952

Box 23 no. 14 蘇聯的家庭、婚姻與母性 V.斯維得洛夫 張亦名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Box 23 no. 15 老工人话当年 : 第一辑 工人出版社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8

Box 23 no. 16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中國] : 人民日报社, 1956

Box 23 no. 17 論共产党的群众路綫 張如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23 no. 18
中越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 中国党政代

表团访问越南文件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24 no. 1
1950-1958年广东省国民経济迠设的伟大成就 : 紀念

国庆节九周年
广东 : 广东省統計局, 1958

Box 24 no. 2 谈谈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 鄒宗伊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3 談談農業合作化階級政策的几个問題 万農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4 论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中本质与主流的范畴 罗克汀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5 農業生產合作社由初級形式向高級形式过渡的問題 池元吉 解学詩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6 先进生产者运动讲话 聖之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7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 : 1957年11月6日在

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会上报告

赫魯曉夫 Khrushchev, 

Nikita Sergeev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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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4 no. 8 埃及共和国宪法 : 1956 馬坚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1957

Box 24 no. 9 什么是資本主义 列昂節夫 翟松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10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1917-1957) : 苏共

中央宣傳鼓动部和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同拟定

的宣傳提綱

赫魯曉夫 Khrushchev, 

Nikita Sergeev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24 no. 11-12 我们组织职工大会的经验 中華全國总工会組織部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13
苏共領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 七評苏共中央

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24 no. 14 在古巴统一革命组织马坦萨斯省委会上的讲话 菲德尔・卡斯特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2

Box 24 no. 15 苏維埃爱国主义是为共产主义而斗爭的伟大力量 古巴诺夫 北京 : 时代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16
控诉法西斯 : 季米特洛夫在菜比锡审讯中的两个发

言
种冲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24 no. 17
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来到中国 Why I came to 

China at the age of 72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Strong, Anna Louise
卫平, 孙瑞禾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65

Box 24 no. 18 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24 no. 19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委員会第八次全体会議文件 中国共产党. 中全會 (8t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24 no. 2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發展国民經济

的第二个五年計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

議 : 关于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的

报告

周恩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21 無产阶級专政的历史經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24 no. 22 关于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几个問題 張执一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24 no. 2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整風运动的偉大胜利 毕植蒨 吉林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24 no. 24 为什么要学習和怎样学習 联共(布)党簡明敎程 范若愚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24 no. 25 战斗的朝鮮 張天麟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1

Box 24 no. 26

加强反帝反美斗爭 : 亚非拉手民团結组织理论性机

关杂誌《三大洲》创刑号上发表的论文一九六七年

八月十二日

金日成 平壤 : 外國文出版社, 1968

Box 24 no. 27 苏联工会的民主 工人出版社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25 no. 1 康藏隨軍行 蘇嵐 上海 : 中國旅行社, 1953

Box 25 no. 2-3 中國共產党红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毛澤東 [中國] : 新民主出版社印, 1929

Box 25 no. 4 论苏联和美国的经济竞赛
徐可南, 苏联国家計划委員

会經济科学研究所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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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5 no. 5 农業生产合作社怎样积累和使用公共基金 楊曾咸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25 no. 6
从毛澤东同志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看学習馬克

思列寧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5 no. 7 苏联國民經济平衡表 馬雷舍夫 盛本仁, 胡世杰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7

Box 25 no. 8 官僚资本论 許滌新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25 no. 9 世界経濟总危机 瓦爾加 梁香 [中國] : 中國出版社, 1947

Box 25 no. 10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工資 伍丹戈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5 no. 11 學習 聯共[布]黨史 第九章的經驗與問題解答 華南人民出版社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25 no. 12 當前世界形勢的主流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5 no. 13
協助亞洲遠東的經濟發展 :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工

作概述
紐約 : 聯合國新聞部印行, 1953

Box 25 no. 14

羅馬尼亞共產黨在列寧斯大林旗幟下奮鬥的三十年 

: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建黨三十

周年慶祝會上的報告

喬治鳥─德治 王濟庚 北京 : 世界知識社, 1955

Box 25 no. 15 論美蘇戰略 關同生 香港 : 今日生活出版社, 1953

Box 25 no. 16
俄國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出現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

傳播
彼、尼、巴特里凱也夫 孟世昌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6 no. 1 中國人民的勝利 尤里耶夫 陳鄂 北京 : 中外出版社, 1951

Box 26 no. 2 列寧論青年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0

Box 26 no. 3 怎樣做一個青年團員
青年團中南工作委員會宣

傳部
漢口 : 中南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26 no. 4 蘇聯紅軍三十年 羅焚 [中國] : 東北書店, 1949

Box 26 no. 5 留日華僑小史 宋越倫 台北 : 中央文物供應社, 1953

Box 26 no. 6 中共及各黨派最近動態 [中國] : [s.n.], 1946

Box 26 no. 7 經建四則 [中國 : s.n., 196-?]

Box 26 no. 8 我國人民律師制度 廣東 :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6 no. 9-10 中印邊界問題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0

Box 26 no. 11 新中國的土地政策 廖源 香港 : 南方書店, 1949

Box 26 no. 12
農村青年團的方針與任務 :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農村青年工作會議文獻
青年出版社編審部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1

Box 26 no. 13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 契爾諾夫 張孟恢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2

Box 26 no. 14 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 [中國] : 新華書店, 1950

Box 26 no. 15 蘇俄婚姻親屬及監護法 張文蘊 張君悌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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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 no. 16 蘇聯社會制度與國家制度的基礎 卡爾賓斯基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4

Box 26 no. 17 蘇聯民事訴訟法概論 克林曼 張文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26 no. 18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胡適 [中國] : 自由中國社出版部, 1949

Box 26 no. 19 國際反共人士有關文化經濟問題座談會記錄
台北 : 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華民國總會

印, 1955

Box 26 no. 20 我們集體農莊的青年團組織 巴金娜 白山香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26 no. 21 我國的和平外交政策 王堃 北京 : 通俗文物出版社, 1955

Box 27 no. 1 中共有自由嗎 明石勝英 文琳 香港 : 南風出版社, 1956

Box 27 no. 2 威爾斯論人類政府 何聲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3

Box 27 no. 3 中國和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友誼關係和文化交流 朱偰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27 no. 4 馬恒昌小組競賽運動 工人日報社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1

Box 27 no. 5 關於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的報告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曹葆華, 張禮修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27 no. 6 土地改革者的真面目 馮蕭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0

Box 27 no. 7 新嘉坡境內之共黨威脅 : 新嘉坡政府白皮書譯文 [中國 : s.n.], 1957

Box 27 no. 8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六講 北京市民主婦女聯合會
北京市憲法草案討論委員會

宣武區分會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

Box 27 no. 9 經濟建設常識讀本名詞解譯 學習初級版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27 no. 10 中國解放區農村婦女生產運動
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籌備

委員會
北京 : 新華書店, 1949

Box 27 no. 11 蘇聯銀行信用制度及人民儲蓄之發展 果列夫 申谷 [中國] : 國際文化服務社, 1950

Box 27 no. 12 對青年一代的希望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27 no. 13 第二國際・第二半國際 加爾金 葆煦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27 no. 14 蘇日六天大戰記 董玉振 香港 : 友聯出版社, 1952

Box 27 no. 15 歷史與文化 民主中國出版社 [中國] : 民主中國出版社, 1950

Box 27 no. 16 工會工作參考文件. 第三輯 : 上海人代表大會特輯 上海總工會文敎部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0

Box 27 no. 17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泽东 [中國] : 解放社, 1949

Box 27 no. 18 人民法院基本知識講話 黃遠 廣東 :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7 no. 19 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 右軍 香港 : 春秋出版社, 1967

Box 28 no. 1 歷史與文化 民主中國出版社 [中國] : 民主中國出版社, 1950

Box 28 no. 2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與階級鬥爭的理論 費多謝耶夫 君達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28 no. 3 我是一個窩釘工人 樹叔 紅歌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28 no. 4 論現代反动資产阶級社会学的一些特点 格・列・耶皮斯科波索夫 郭力軍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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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8 no. 5
献身於偉大的共產主义事業 : 几个高級知識分子的

入党感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8 no. 6
苏联大百科全書选譯 : 妇女运动 國际民主妇女运动 

國际民主妇女联合会  三八 國际妇女節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56

Box 28 no. 7 苏共党史. 第一章 : 中央人民廣播电台廣播稿 刘炎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28 no. 8 苏共党史. 第二章 : 中央人民廣播电台廣播稿 楊惠芳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28 no. 9 苏共党史. 第五章 : 中央人民廣播电台廣播稿 江流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28 no. 10 苏共党史. 第七章 : 中央人民廣播电台廣播稿 靳樹鴻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28 no. 11 苏共党史. 第八章 : 中央人民廣播电台廣播稿 姚錫華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28 no. 12 什麼是法律 張思之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28 no. 13 支配和影響我國過渡時期個體經濟的經濟規律 蔣學模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28 no. 14 毛澤東選集介紹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28 no. 15 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 姚文元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8 no. 16 加強少年兒童工作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華

東工作委員會少年兒部
上海 : 華東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28 no. 17-18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在

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和工人党代表会議的决議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28 no. 19 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 愛東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28 no. 20 和工商业者谈社会主义 謝潜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28 no. 21 在祖國土地上盖起高楼大廈 李汀 陳逸飛 北京 : 北京自強書局, 1953

Box 28 no. 22
軍事機關部隊建立制度改進業務之要點 : 並說明軍

隊科學化的重要

[中國] : 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印, 

1951

Box 28 no. 23 党內思想斗爭的意义和方式 張弓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8

Box 29 no. 1 怎樣辦好工會 趙敏 中南 : 新華書店, 1950

Box 29 no. 2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黨 : 任白戈同志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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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9 no. 23 美國人在日本 庫爾岡諾夫 孟昌 上海 : 時代書報社, 1948

Box 30 no. 1 勞動人民休養所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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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0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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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福

建省委員會少年兒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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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1 no. 13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聨邦共和國勞動法典 中華全國總工會俄文室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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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2 no. 14 軍队后方勤务 侯任重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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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新西兰共产党的战斗团結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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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黨校聯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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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5 no. 10 爲消除黨組織內的消極的和不健康的現象鬥爭 安子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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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5 no. 16 无产阶级专政學说发展概述

北京部队炮兵某理论组南开

大学历史系七四屆工农兵学

員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5

Box 35 no. 17-18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35 no. 19-20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35 no. 21-22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35 no. 23-25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35 no. 26 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35 no. 27 戰爭和戰略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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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5 no. 28 毛澤东論財政
中国科学院經济研究所財政

貿易組
北京 : 財政出版社, 1958

Box 36 no. 1 什麼是法律 張思之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36 no. 2 論中國經濟的崩潰 許滌新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7

Box 36 no. 3 偉大的號召 香港 : 三聯, 1959

Box 36 no. 4 介紹几种小型簡便的托兒组织
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妇兒

福利宣傳教育部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36 no. 5-7 我們的政府 鄧飛鶻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5

Box 36 no. 8 新中國帶給母親和孩子的福利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婦女兒童福利部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36 no. 9 銀行出納工作經驗介紹 : 第一輯 中國人民銀行. 發行局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4

Box 36 no. 10 銀行出納工作經驗介紹 : 第二輯 中國人民銀行. 發行局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4

Box 36 no. 11 蘇聯共產黨是怎樣建設的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 張克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36 no. 12 蘇聯國家組織 李芳春 西門宗華 上海 : 中華書局, 1947

Box 36 no. 13 共產黨員基本知識 李爾重 武漢 : 武漢工人出版社,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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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6 no. 15-16 和青年談入黨問題 朱語今 許邦儀, 張凡 漢口 : 中南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36 no. 17 一個共產黨員的改造 江陵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8

Box 36 no. 18 加強党內民主生活 高森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36 no. 19 革命哲学
加麥尔・阿卜杜勒・納賽

尔
張一民 北京 : 世界知識社, 1956

Box 36 no. 20 三民主義與現代世界潮流的趋勢 林桂圃 台北 : 革命思想月刋社, 1957

Box 36 no. 21 聯共(布)關於青年工作的兩個決議 曹葆華 毛岸青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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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將会答出的答案 : 麥帥的再出 國軍何時反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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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楊 香港 : 友联出版社, [196-?]

Box 36 no. 25 新中國的外交 梁純夫 廣州 : 正大書店,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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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6 no. 27 論人民民主國家婚姻、家庭法 斯維得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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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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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6 no. 28 資本主義的地租 蔣學模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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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7 no. 1 廣州的翻身人物 陳舒 白英 廣州 : 南方通俗讀物联合出版社, 1951

Box 37 no. 2 活躍戰鬥的中國青年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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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7 no. 10 資本主义生產以前各形态 Marx, Karl 日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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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7 no. 21 封建生產方式的运动 M.H.梅伊曼 朱成光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54

Box 37 no. 22
艰苦创业 发渔共生产 : 福建省連江县琯头公社东升

大队
刘家良 孙孝程, 楘添成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66

Box 37 no. 23 铁肩膀大桥人 : 江西省瑞昌县大桥公社大桥大队 中共江西省瑞昌县委会
江西省瑞昌县人民委员会, 

楘添成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66

Box 37 no. 24 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38 no. 1 中國社會發展史概述 讀者書店. 編委會 [中國] : 讀者書店, 1949

Box 38 no. 2 談青年入團問題 華東青年出版社編審部 上海 : 華東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38 no. 3 联共(布)是蘇联青年團的組織者與領導者
齊越, 蘇聯青年近衞軍出版

局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38 no. 4 蘇聯勞動糾紛之解决 施維澤爾 岑熙 [中國] : 大眾書局, [196-?]

Box 38 no. 5 印尼與中國 祝秀俠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5

Box 38 no. 6 兄弟倆 趙顈 [中國] : 新華書店,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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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8 no. 7-8 地租和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關系 陈其人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38 no. 9 談創造性的勞动 高光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38 no. 10 妇女問題 妇女敎育 妇女劳動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38 no. 11 我國國民經濟全面新躍進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7

Box 38 no. 12 苏共領导联印反华的真相 人民日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38 no. 13 苏共領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 人民日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38 no. 14 反法西斯战爭的历史经验 : 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 人民日报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38 no. 15
党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任务 : 新西兰共产党政

治委員会向全国委員会会議的报告(国际部分)
維・乔・威尔科克斯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38 no. 16
痛斥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在南朝鮮加緊軍事法西斯獨

裁
金一 平壤 : [s.n.], 1961

Box 38 no. 17 革命与和平 李伯球 香港 : 中華論壇社, 1949

Box 38 no. 18 世界工人是一家 張江明 廣州 : 新華書店華南總分店, 1950

Box 38 no. 19 明密碼電報書(修正本) 香港 : 商務印書館, 1941

Box 38 no. 20 黎明的前夕 [中國] : [s.n.], 1952

Box 38 no. 21 中共鐵蹄下的僑眷和歸僑 陳乃超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1

Box 38 no. 22 華僑保護論 丘日興 香港 : 海外通訊社, 1941

Box 38 no. 23 華僑在印尼 鍾廣興 台北 : 朝風出版社, 1959

Box 38 no. 24 涇惠渠農村概况 [中國] : 行政院新聞局印行, 1948

Box 38 no. 25 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根据 童大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39 no. 1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問題提綱 : 在朝鮮劳动党四

屆八中全会上的报告
金日成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39 no. 2 中國大陸在「文革」期間的反毛反共組織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

組
[中國 : s.n.], 1969

Box 39 no. 3 清除時代的障膜 高元正 [中國] : 第四制度出版社, 1972

Box 39 no. 4 模範團員郝建秀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華

東工作委員會青工部
[中國] : 華東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39 no. 5 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名詞解释 时事手冊編輯部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39 no. 6-7 一個活捉六十個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華

南工作委員會. 宣傳部
廣州 : 青年出版社華南營業處, 1950

Box 39 no. 8 馬克斯主義之批判 羅時實
台灣 : 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印, 

1951

Box 39 no. 9-10 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 張香山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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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39 no. 11 帝国主义有哪些經济特征 孙执中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6

Box 39 no. 12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規

律
蔣学模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39 no. 13 社會主義計劃與價值法則 奧斯忒洛維強諾夫 慶德葦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0

Box 39 no. 14 社會主義物質生產基礎 諾特金 朱貞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5

Box 39 no. 15 論社會主義革命 杜民 [中國] : 新知書店, [196-?]

Box 39 no. 16 認識中共的土改 董時進 香港 : 友聯出版社, 1953

Box 39 no. 17 論婦女解放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Lenin, 

Vladimir Il′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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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 

Basis for military re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上海 : 國際出版社, 1946

Box 39 no. 19 共產主義何以必敗 Russell, Bertrand 張綱 香港 : 人人出版社, [196-?]

Box 39 no. 20 工人政治課本 上海總工會籌備委員會 [中國] : 新華書店, 1949

Box 39 no. 21 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來源與三個組成部份 /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行, 1950

Box 39 no. 22 談談勞動保險條例 王青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1

Box 39 no. 23
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 : 赫魯曉夫口中的史太林 : 赫

魯曉夫反史演詞全文
香港真報社 Khrushchev, Nikita Sergeevich 香港 : 真報資料室, 1956

Box 39 no. 24 論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A.列昂捷夫 淇泉 [中國] : 棠棣出版社, 1950

Box 39 no. 25 怎樣做個共產黨員 廣州 : 華南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40 no. 1 爭取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華

東工作委員會宣傳部
上海 : 華東青年出版社, [195-?]

Box 40 no. 2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辯證關係 薇・阿・弗明娜 朱貞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40 no. 3 論聯合政府問答 香港 : 學習出版社, 1949

Box 40 no. 4 認識我們的世界 李冰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2

Box 40 no. 5 蘇俄婚姻親屬及監護法 張文蘊 張君悌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40 no. 6 中共的人民代表大會制 蘇一平 香港 : 友聯出版社, 1953

Box 40 no. 7 中共的民主黨派 蕭也納 王爾得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1

Box 40 no. 8 毛澤東思想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燈塔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40 no. 9 論蘇聯經濟狀況和黨底政策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40 no. 10 中國不惜任何代價援越抗美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40 no. 11 憲政與地方自治 潘公展 李字黃 [中國] : 正中書局, 1947

Box 40 no. 12 行憲法規 南京中央日報社 南京 : 南京中央日報, 1947

Box 40 no. 13 舊中國反動政府制憲醜史 張晉藩 楊堪, 魯柏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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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0 no. 14 痛擊蘇修混蛋們的瘋狂挑釁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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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0 no. 18 叛徒 洪毅 [中國] : 自由出版社, 1950

Box 40 no. 19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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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1 no. 10 台灣與古巴 李樸生講 古巴民聲日報社 古巴 : 古巴民聲日報社, 1955

Box 41 no. 11 論國家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41 no. 12 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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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1 no. 18 學校青年團組織的工作經驗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華

東工作委員會學校工作部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41 no. 19 「脫胎換骨」的公私合營 : 大陸工商事業的真相 海外出版社 台北 : 海外出版社, 1957

Box 41 no. 20 國際關係與蘇聯外交政策研究提綱 伊瓦辛 何理良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41 no. 21 蘇聯的教育 東北教育社 杭州 : 中國兒童時報社圖書服務部, 1950

Box 42 no. 1 法西斯德國軍事思想與軍事學派的破產 朱布可夫 趙明 長沙 : 東北書店, 1949

Box 42 no. 2-3 資本主義 李昂吉葉夫 沈志遠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0

Box 42 no. 4 列寧論青年的學習問題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中國] : 華中新華書店, 1949

Box 42 no. 5 新學年開始了 香港 : 長風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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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2 no. 6 中國婦女運動的重要文件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宣傳教育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42 no. 7 法國工人運動近況 法絨 金滿成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1

Box 42 no. 8 資本主義的经济危機 關夢覺 香港 : 新中國書局, 1949

Box 42 no. 9 尼赫魯的太虛幻夢
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華民

國總會

台北 : 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華民國總會

編印, 1955

Box 42 no. 10 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發展 拉波諾戈夫 王今 北京 : 大眾書店, 1950

Box 42 no. 11 關於我們黨的國際任務的若干問題 黎筍 河內 :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4

Box 42 no. 12-13 中國經濟史上的幾個問題 孔經緯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42 no. 14 蘇聯的偉大衛國戰爭 印希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42 no. 15 為解放台灣而鬥爭 姚華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42 no. 16 學習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綫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

Box 42 no. 17 懷念 黃鐵駿 廣州 : 聯友書局, 1956

Box 42 no. 18 英勇壯士二萬五千里長征 勞達夫 香港 : 香港新生書店, [196-?]

Box 42 no. 19
蘇聯違反條約義務紀錄 : 國務院提交參院外交委員

會文件全文
[中國] : 美國新聞在華印行, 1949

Box 42 no. 20 政治經濟學教導我們什麼
康・華・奧斯特羅維季揚

諾夫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5

Box 42 no. 21 合作化帶來了幸福 新知識出版社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42 no. 22 民主政治 民主中國出版社 香港 : 民主中國出版社, 1950

Box 42 no. 23 論紅軍底三個特點 /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北京 : 新華書店, 1953

Box 42 no. 24 新中國的經濟 楊奎章 廣州 : 正大書店, 1950

Box 43 no. 1
陳嘉庚先生對集華僑生講話筆錄 : 歸國華僑學生閱

讀文件
[中國] : 集美學校校董會, [196-?]

Box 43 no. 2 勝利歸於團結 香港 : 中國學生叢刊社, 1948

Box 43 no. 3 社會主義下勞動的新刺激與工資 馬涅維奇 王易今 上海 : 中華書局印行, 1950

Box 43 no. 4 和職工們談談婚姻問題 羣力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43 no. 5 改造學習 毛澤東 [中國] : 紅棉出版社, [195-?]

Box 43 no. 6 目前國際形勢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43 no. 7-8 學習的目的與基本方法 艾思奇 鄧初民, 舒文 上海 : 展望周刊, 1951

Box 43 no. 9 光復大陸戰略戰術 : 獻變反共抗俄偉大的民族英雄 張仁正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0

Box 43 no. 10 對華門戶開放主義 陶希聖 上海 : 商務印書局, 1930

Box 43 no. 11 新中國的政治 蔡磊 香港 : 南方書店,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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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3 no. 12 競存關鍵的空軍 斯味斯基 龔愚 [中國] : 華國出版社, [196-?]

Box 43 no. 13 蘇聯在東德的戰略 Fritz Lowenthal 潘一德 [中國] : 華國出版社, [196-?]

Box 43 no. 14 當前國內國際形勢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43 no. 15 跨進了延安的大門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二 Stein, Günther 紫薔 上海 : 晨社, 1946

Box 43 no. 16 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十 Stein, Günther 羅琹 上海 : 晨社, 1946

Box 43 no. 17 八路軍作戰力的證人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七 Stein, Günther 夏漢 上海 : 晨社, 1946

Box 43 no. 18 三百萬戰鬥的同盟 : 紅色中國的挑戰之六 Stein, Günther 駱程 上海 : 晨社, 1946

Box 43 no. 19 蘇聯的戀愛婚姻與家庭 柯爾巴諾夫斯基 草嬰 上海 : 時代出版社, 1949

Box 43 no. 20 中國人民掌握了核導彈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44 no. 1

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 :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

記習仲勳在一九五零年五月二十日幹部大會上的報

告

習仲勳 新華時事叢刊社 [中國] : 新華書店, 1950

Box 44 no. 2
人民解放戰爭兩週年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 : 新華社

社論另附錄七篇
香港 : 正報社, 1948

Box 44 no. 3 統一戰線與抗戰前途 毛澤東 唐風 漢口 : 自強出版社, 1938

Box 44 no. 4 共產黨員─組織與紀律的修養 劉少奇 東北 : 遼海印刷廠, 1949

Box 44 no. 5 在北京慶祝五一勞動節幹部大會上的演說 劉少奇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Box 44 no. 6

進一步加強政府機構內部的統一戰線工作 : 一九五

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李維漢秘長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國秘書長會議上的報告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44 no. 7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及外交部文件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44 no. 8 論城鄉關係 中共天津市委總學委會 天津 : 中共天津市委總學委會, 1949

Box 44 no. 9 戰後的世界 陳原 [中國] : 新中國書局, 1949

Box 44 no. 10 英國工黨社會主義與農耕 Bateson, F. W. 王漢中
台北 : 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印行, 

1951

Box 44 no. 11 台灣的土地改革 湯惠蓀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5

Box 44 no. 12 民族政策問答 韓道仁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44 no. 13 如何爭取自由 : 總裁訓詞
[中國] : 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 

[196-?]

Box 44 no. 14 資本論 : 補遺 勘誤 [中國] : 讀書出版社, [196-?]

Box 44 no. 15 共產主義原理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44 no. 16 台灣的地方自治 阮毅成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44 no. 17 台灣的山地同胞 孫毓經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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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4 no. 18 馬來西亞與中國 唐蘇民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6

Box 44 no. 19 美國與中國 印永法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44 no. 20 組織原理和功效 : 總裁訓詞 [中國] :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1951

Box 44 no. 21 性格的形成 新中國婦女社 北京 : 新中國婦女社出版, 1955

Box 44 no. 22 論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對象和任務 沈志遠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Box 45 no. 1 龍鳳雙劍 王菊容 北京 :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63

Box 45 no. 2 大膽破除迷信的人們 通俗讀物出版社 [中國]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6-?]

Box 45 no. 3 團結奮鬥爭取新勝利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2

Box 45 no. 4-5 民主 高斯林 [中國 : s.n., 196-?]

Box 45 no. 6 劃時代論壇 : 第二集 正碓的理論與批判 靳宗岳 香港 : 世界之聲出版社, 1955

Box 45 no. 7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著作中的文學問題 葉高林 何勤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2

Box 45 no. 8 中共外交的檢討 李文白 香港 : 自聯出版社, 1967

Box 45 no. 9 香港經濟現況與出路 經濟導報社 香港 : 經濟導報社編印, 1953

Box 45 no. 10 日俄戰爭 : (1904-1905年) 契爾緬斯基 趙承先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5

Box 45 no. 11
關於朝鮮的和平統一 :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

府備忘錄
平壤 : 外國文出版社, 1960

Box 45 no. 12 英國工黨和新社會 英國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

設計委員會

[中國] : 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印, 

1951

Box 45 no. 13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公報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1

Box 45 no. 14
三大決議 : 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公

佈)
新華時事叢刊社 [中國] : 新華出版社, 1949

Box 45 no. 15
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 :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日政

務院第五十八次政務會議通過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編審部 漢口 : 新華書店, 1950

Box 45 no. 16-17 工會法及其有關文件
中央人民政府勞動部勞政策

研究室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45 no. 18-19
站在東北經濟建設的最前面 : 高崗同志在中國共產

黨東北區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1950年3月13日)
高崗 北京 : 新華書店, 1950

Box 45 no. 20
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

地改革法
新華時事叢刊社 北京 : 新華書店, 1950

Box 45 no. 21 青年團第一屆三中全會文件 青年出版社編輯部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45 no. 22 做一个青年積極分子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46 no. 1-2 我們的教育 崔載陽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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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6 no. 3 世界和平運動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

員會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1952

Box 46 no. 4 民主只有一種 / 秋貞理 司馬長風 香港 : 友聯出版社出版, 1958

Box 46 no. 5 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的經濟 費道洛夫 費奧克季斯托夫, 劉慧芬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46 no. 6 1956年紀念的世界文化名人 北京 : 人民學術出版社, 1956

Box 46 no. 7
共產黨來之之後 : 在「新民主主義」之下一個普通

中國鄉村的故事
[中國 : s.n., 196-?]

Box 46 no. 8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46 no. 9 中國的資源 張淪波 [中國] : 世界書局, 1947

Box 46 no. 10 對美國方面巴甫洛夫批評家的答覆 邁伊奧洛夫 晨曦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1

Box 46 no. 11 集中營回憶錄 希風 [中國 : s.n., 196-?]

Box 46 no. 12 論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得佛爾根 李少甫 上海 : 中華書局, 1949

Box 46 no. 13 論政治鼓動 加里寧 舒林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46 no. 14
國際共產主義的戰略和戰術 : 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

報告

美國. 國會. 外交委員會. 第

五小組委員會
郭湘章 台北 : 自由中國社, 1950

Box 46 no. 15 中國修正主義 自聯出版社 香港 : 自聯出版社印行, 1965

Box 46 no. 16 中國歷史故事. 第四輯 楊葉 柳志堅, 王叔暉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4

Box 46 no. 17 歐洲軍略地理 汪大鑄 北投 : 段中英, 1957

Box 46 no. 18 什麼是階級 蔣仁 [中國] : 大眾讀物編譯社, [196-?]

Box 46 no. 19 蘇聯共產黨黨章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47 no. 1 論人民民主國家勞動法 巴歇爾斯德尼克 邵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47 no. 2 論人民法院保護社會主義所有制 巴頓諾夫 張文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47 no. 3 什麼是國家 除盼秋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47 no. 4 共匪文化工作概況 陽明山會談籌備處 [中國] : 陽明山會談籌備處編印, 1961

Box 47 no. 5 如何分析一堂課 董渭川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47 no. 6 民主中國之路 : 澄清中國混亂局面的看法和做法 王震海 香港 : 王震海, 1953

Box 47 no. 7 萬劫歸來 孟秋 香港 : 衛聚賢, [196-?]

Box 47 no. 8 東方民族解放戰爭的新形勢 孟憲章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0

Box 47 no. 9 我國的國家機構 馬連章 吉孟羣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47 no. 10 從老撾看印度支那局勢 楊真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47 no. 11 軍隊符號草案 : 中國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公佈 [中國 : s.n.], 1937

Box 47 no. 12, 14 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進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2

Box 47 no. 13 幾個婚姻問題的解答 廣東省人民法院辦公室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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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7 no. 15 華南青年. 第四十五期 (新年特大號) 廣州 : [s.n.], 1951

Box 47 no. 16 華南青年. 第七十七期 華南青年社 廣州 : 華南青年社, 1951

Box 47 no. 17 華南青年. 第四十九期 [中國 : s.n.], 1951

Box 47 no. 18 什麼是國民大會 彭赫生 [中國] : 新中出版社, 1946

Box 47 no. 19 論 紙老虎 專輯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8

Box 47 no. 20 借糧的故事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48 no. 1 當前國內國際形勢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48 no. 2 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吳承禧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48 no. 3 魏德邁何為而來? 自由世界出版社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7

Box 48 no. 4 社會經濟形態 拉蘇莫夫斯基 沈志遠 上海 : 生活書店, 1946

Box 48 no. 5 我的兒童教育工作 葛洛尼茨卡雅 高亞天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48 no. 7 立憲會議選舉與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藉出版局, 1954

Box 48 no. 8
在東方各族人民共產主義組織第二次全俄代表大會

上的報告 :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藉出版局, 1954

Box 48 no. 9 布尔希維克的政治理論 : 一個批評的分析 克尔遜 聶華玲 台北 : 改造出版社, 1952

Box 48 no. 10 蘇聯的人民法院 伊凡諾夫 托陀耳斯基, 一之 上海 : 時代書報出版社, 1949

Box 48 no. 11 為純潔我們的幹部隊伍而鬥爭 華南人民出版社編輯部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48 no. 12
關於毛澤東同志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兩篇

著作
張如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48 no. 13 論社會發展學說史 亞歷山大洛夫 梁香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4

Box 48 no. 14 廣西社會特質 龐敦志 九龍 : 華僑圖書社, 1950

Box 48 no. 15 國際著名和平戰士介紹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

會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2

Box 48 no. 16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美國大使館新聞處, 魯傳鼎 台灣 : 正中書局印行, 1953

Box 48 no. 17 文化在考驗中 Toynbee, A. T 王雲五, 龍倦飛譯 [中國] : 華國出版社, [196-?]

Box 48 no. 18 中國共產黨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 長春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48 no. 19 中國第三勢力出現 陳俊彦 香港 : 陳俊彦, [196-?]

Box 48 no. 20 大眾政治課本 天津 : 知識書店, 1949

Box 48 no. 21 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0

Box 48 no. 22 蘇聯在第四個五年計劃 劉佩弦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49 no. 1 成渝鐵路 王芝芬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4

Box 49 no. 2 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的成就 廣州辦公室宣傳處 廣州 : 廣州辦公室宣傳處,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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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49 no. 3 鍛鍊立場與作風 李井泉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9

Box 49 no. 4 勞動政策與勞動部的任務 李立三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0

Box 49 no. 5 第一國際 巴赫 葆煦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49 no. 6 農業生產互助合作講話
中國共產黨. 中央華南分局

宣傳部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49 no. 7 新政治學底基本問題 沈志遠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0

Box 49 no. 8 中共的土地改革 東方望 香港 : 香港南風出版社, 1953

Box 49 no. 9 韓國與中國 李迺揚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49 no. 10 葉德來 孫毓經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6

Box 49 no. 11 新少年政治常識讀本 林樂恒 香港 : 求實出版社, 1953

Box 49 no. 12 毛澤東的思想 美・史特朗 孟展 [中國] : 中國出版社, 1947

Box 49 no. 13 澳洲華僑史話 劉渭平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6

Box 49 no. 14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

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49 no. 15
 鄧子恢副主席關於中南軍政委員會半年來工作和

今後工作任務的報告
鄧子恢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49 no. 16 政治經济学問題解答 : 第二分册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49 no. 17 全民皆兵讲话
中国. 中國人民解放军. 广

东軍区政治部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49 no. 18 資方人員怎样改造成为劳动者 黃鑄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49 no. 19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电视演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2

Box 49 no. 20-21 刑法、刑事诉讼、法院组织译名手册(俄華对照) 中国人民大学. 刑法敎研室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 1957

Box 49 no. 22 光荣的苏联军队 上海巿中苏友好协会 [中國 : s.n., 195-?]

Box 49 no. 23 关于目前中学文学敎学的一些問題 周裔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49 no. 24 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黎明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49 no. 25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 : 苏共中央宣傳鼓

动部和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共同拟定的

宣傳提綱

赫魯曉夫 Khrushchev, 

Nikita Sergeev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0 no. 1 列寧的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与共產主义的計划 德・伊・納多切也夫 馬兵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0 no. 2 人民公社基本工資加奖励制問答
中共河南省商城县委会办

公室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8

Box 50 no. 3 管孩子比管拖拉机更重要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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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0 no. 4 制止美英帝国主义对阿拉伯人民的侵略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50 no. 5 嚴格遵守党的集体領導的原則 李成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0 no. 6 把全部力貢献给党的事业 重慶人民出版社 重慶 : 重慶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0 no.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道路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0 no. 8 爱尔弗特綱領草案批判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麦园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0 no. 9 防化学兵 陈培夫 王兆谷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50 no. 10 不断提高军事知识和政治知识 納保基赫 北京 : 时代出版社, 1956

Box 50 no. 11 政治經济学問題解答 : 第一分册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0 no. 12 解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中几种主要比例关系的变化 楊坚白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50 no. 13 我國的运輸業 刘壯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50 no. 14 关于經济部門整风的几个問題 薄一波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

Box 50 no. 15 国家建设为什么要有计划地进行 洛夫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0 no. 16 土改整党典型经验 毛澤東 劉少奇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6-?]

Box 50 no. 17 什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張先辰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0 no. 18 什么是劳动生产率 陈思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50 no. 19 论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 陈其五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0 no. 20 在我們工会小組裏 洪景惠 楊景惠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50 no. 21-22 新殖民主义的辯护士 : 四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0 no. 23
无产阶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 八評苏共中央

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 編輯部, 八評苏共中央

的公开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0 no. 24
評美国产党声明 : 《人民日报》社論(一九六三年三

月八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0 no. 25 陷入資本主义泥坑中的南斯拉夫经济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

Box 50 no. 26 工会劳動保護工作 : 修訂試用本
中華全國總工会劳動保護

部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51 no. 1 人民公社好 : 第二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1 no. 2

在佩尔梅特庆祝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

二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四

日

恩维尔・霍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1 no. 3 在美洲妇女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1 no. 4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当前任务 金日成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2

Box 51 no. 5
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同盟的任务 : 在朝鮮民主青年同

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話
金日成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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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1 no. 6
我党国际任务中的若干問題 : 在越南劳动党三屆九

中全会上的讲話
黎笋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1 no. 7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声明 : 一九六五

年三月二十二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1 no. 8

历史的教训对现时代提出了什么任务 : 在紀念战爭

結束二十周年、反对侵略战爭、爭取独立与和平集

会  上的讲話

宮本显治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51 no. 9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內部矛盾 周原冰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1 no.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規选辑注文
中国. 司法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規选輯編輯委員会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1958

Box 51 no. 11 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况的基本好轉而鬥爭 毛泽东 廣州 : 解放社, 1950

Box 51 no. 12 論現代反动資产阶級社会学的一些特点 格・列・耶皮斯科波索夫 郭力軍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1 no. 13 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51 no. 14 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 王茅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51 no. 15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1 no. 16 人民公社好 香港 : 三聯書店, 1958

Box 51 no. 17 把先进经验变成公共财富 簡声援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51 no. 18
巴黎和会(1919-1920年)，1919 年的凡尔賽和約，華

盛頓会議(1921-1922年)，凡尔賽─華盛頓体系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6

Box 51 no. 19 什么是資本主义的經济危机 李松耕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7

Box 51 no.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1982

Box 51 no. 21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屆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文件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51 no. 22 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1 no. 23
关于国务院发布的职工退休处理等四个暂行规定的

解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办

公厅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8

Box 51 no. 24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漆琪生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51 no. 25 长江 紉章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8

Box 51 no. 26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委員会第六次全体会議文件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1 no. 27-28
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 : 1958年2月10日在第

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議上的講話
周恩來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Box 51 no. 2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
刘少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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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1 no. 30 粉碎资产阶级右派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 孫定國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1 no. 31
在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民大会第五次会議上关於政府

工作的报告 :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
范文同 周毅之 北京 : 世界知識社, 1956

Box 52 no. 1 分歧从何而来? : 《人民日报》社論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2 no. 2, 4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2 no. 3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2

Box 52 no. 5

第五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关于加強法

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

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

的决定，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问题的决定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1982

Box 52 no. 6-7 智利華僑史話 湯成錦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52 no. 8-9 我們的僑務 董世芳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52 no. 10 我們的國旗和國歌 吳紹璲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52 no. 11 中國革命讀本(下冊) 王惠德 于光遠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52 no. 12 中共的政府組織 湘黎 香港 : 友聯出版社出版, 1954

Box 52 no. 13 全國戰鬥英雄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51

Box 52 no. 14 中國民主同盟的性質與任務 光明出版社 廣州 : 光明出版社, 1950

Box 52 no. 15 中國民主同盟三中全會 : 緊急聲明, 政治報告, 宣言 中國民主同盟總部 [中國] : 中國民主同盟編印, 1937

Box 52 no. 16 乒乓球裁判法 董毅 北京 :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59

Box 52 no. 17 鄭成功 曾迺敦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52 no. 18-19 唐宋市舶遺事 吳春熙 李亦園, 海外文庫編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52 no. 20 檀香山華僑史話 周彤華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52 no. 21 中國人文檢論 余家菊 香港 : 華國出版社, 1950

Box 52 no. 22 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介紹
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

展覽會
廣州辦公室宣傳處 [中國 : s.n., 195-?]

Box 52 no. 23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 : (附英文原文) 國際出版社 上海 : 國際出版社編印, 1944

Box 52 no. 24 論群眾路線 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教務處 [中國] : 華東人 民革命大學教務處, 1949

Box 52 no. 25 共匪實行「人民公社」問題之研究 [中國] : 陽明山莊印, 1958

Box 53 no. 1 論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得佛爾根 李少甫 上海 : 中華書局, 1949

Box 53 no. 2 哈瓦那宣言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

Box 53 no. 3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勝利的旗幟 張江明 武漢 : 武漢工人出版社, 1952

Box 53 no. 4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勞動政策
中華全國總工會國際聯絡

部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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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3 no. 5 責香港中華總商會 香港工商觀察社 香港 : 香港工商觀察社, 1958

Box 53 no. 6 嚴重警告美國侵略者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2

Box 53 no. 7 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人 秦川 西安 : 西北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53 no. 8 農村團支部怎樣領導青年的文化活動 青年團江西省委宣傳部 江西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3 no. 9-10 馬克思政治哲學批判 胡越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0

Box 53 no. 11 資本主義淺說 克立甫 許錫鎏 [中國] : 華國出版社, [196-?]

Box 53 no. 12 速成識字法講話 中南工人出版社 [中國] : 中南工人出版社, 1952

Box 53 no. 13 當前農民運動的幾個問題 方方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53 no. 14 跃进中的上海妇女
上海巿妇女联合会宣傳敎

育部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3 no. 15 通俗社會科学講話 曹伯韓 [中國] : 新華書店, 1949

Box 53 no. 16 国务院关于劳动制度改革的四项晢行规定 法律出版社法规编辑室 [中國] : 法律出版社, 1986

Box 53 no. 17 怎样做一个工会会员 武宗聖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53 no. 18 劳动人民自古多天才 通俗讀物出版社 [中國]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6-?]

Box 53 no. 19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內部矛盾 周原冰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3 no. 20
高举民族解放的革命旗帜！ : 朝鮮《劳动新聞》編

輯部文章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3 no. 21 南韩继 : 北京郊区发展粮食生产的一面紅旗
北京市房山县农业生產办

公室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66

Box 54 no. 1 苏联的土地政策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7

Box 54 no. 2 战胜者 : 越南南方战斗故事集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常

駐中国代表

[中國] :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常駐中

国代表印, 1966

Box 54 no. 3 大跃进中的新妇女 通俗讀物出版社 [中國]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6-?]

Box 54 no. 4 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 李連慶 張千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4 no. 5-6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敎

训 : 九評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4 no. 7 分歧从何而来？ : 答多列士等同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4 no. 8
 乔冠华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七屆会议全体会

议上的发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54 no. 9 美帝侵略軍在朝鮮的血腥大屠殺 西北人民出版社 西安 : 西北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54 no. 10 保卫祖国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刘力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54 no. 11 从中苏经济合作看中苏人民偉大友谊 黃陈明 黃潤庭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54 no. 12 高级社劳动管理中的基本问题 周誠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友聯研究所藏書

Page 41

索書號 刊名 作者一 作者二/編者/譯者 出版項

Box 54 no. 13 什么是社会主义再生产 亦芬学本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4 no. 14 人民公社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換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54 no. 15 阿尔巴尼亞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

Box 54 no. 16 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54 no. 17
 在庆祝阿尔巴尼亚独立五十周年和解放十八周年

招待会上的讲话
恩维尔・霍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4 no. 18
列宁論战爭与和平 : 紀念列宁誕生九十周年1870-

1960
人民出版社.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54 no. 19 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统一巿场中的作用 汪旭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4 no. 20
 國有化，土地國有化，工業國有化，运輸業國有

化，銀行國有化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4 no. 21 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 : 杂文选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4 no. 22
 团結全国青年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 中国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54 no. 2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

决議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

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4 no. 24
新聞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 1958年3月4日在中共

中央直屬机关俱乐部的报告
邓拓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

Box 54 no. 25 中國需要建立联邦制度 周鯨文 香港 : 時代批評社, 1958

Box 54 no. 26 反法西斯战爭的历史经验 : 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 人民日报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4 no. 27
列宁論民族解放运动 : 紀念列宁誕生九十周年1870-

1960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54 no. 28 苏联国民经济管理原则 H・H・叶夫吉希耶夫 蔡華五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54 no. 29-30 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 : 修訂本 刘立凱 王眞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7

Box 55 no. 1 借货本利息和货币流通 雍文远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55 no. 2 为什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曉亮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5 no. 3
 全面规划  加強领导 : 上海市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涇

大队制訂农业发展規划介紹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55 no. 4 做好签订劳动保护协议书的工作
中華全國总工会劳动保护

部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55 no. 5 两种社会两种工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55 no. 6 紅色少年 (第5集)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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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5 no. 7 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 鍾正軒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2

Box 55 no. 8 怎样学习理论 欧陽默 王克, 杜劍韜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5 no. 9
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理論问题 : 答科学敎育部冂工

作者问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
金日成 朝鮮 : 外國文出版社, 1969

Box 55 no. 10 办好公共食堂 中共广东省委农业办公室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5 no. 11

 关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

國共產党中央政治局擴大会議的討論，由人民日报

編輯部寫成的

人民日报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5 no. 12 在第十五屆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2

Box 55 no. 13 在国际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闭幕式上讲话 菲德尔・卡斯特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2

Box 55 no. 14
我们党的革命传统和目前的前进道路 : 日本共产党

成立四十二周年紀念文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5 no. 15 人民公社生产管理经验 广东人民出版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5 no. 16 苏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宣傳部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5 no. 17-18
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战争与和平理论和历史对它的审

判 : 日共《赤旗报》无署名文章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55 no. 19 苏联企業中的劳动英雄主義 蘇爾 華東 : 華東新華書店, 1948

Box 55 no. 20
从实际出發 : 学習毛澤东同志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

兩篇筆記
馬特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55 no. 21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地区分佈问题 刘再兴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55 no. 22 谈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王金鏢 吳崇庚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55 no. 23 怎樣輔導少年兒童隊的工作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山

東省工作委員會少年兒童

部

山東 :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55 no. 24 肯尼迪和美帝国主义 : 日共《赤旗报》評論員文章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5 no. 25
加强阶級敎育是巩固革命陣地的重要保証 : 朝鮮劳

动党报刊文选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5 no. 26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二十周年和偉大十月社会

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 一九六一

年十一月七日

恩维尔・霍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6 no. 1 發展农業生产和發展工業生产的关系 方昌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6 no. 2 我国过渡时期阶級斗爭的趋势 方治平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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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6 no.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6 no.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给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56 no. 5 中国人民大团結和世界人民大团結 鄧小平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56 no.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 賀龙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6 no. 7-8 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6 no. 9-10
反對个人崇拜 : 学習反对个人崇拜有关文件的一些

体会和意見
凌雨軒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6 no. 11 谈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王金鏢 吳崇庚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56 no. 12
略論又红又专 : 談談与制訂紅专規划有关的几个問

題
周原冰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6 no. 13 党与人民 莫斯科夫斯基 盛振韶 北京 : 时代出版社, 1956

Box 56 no. 14 中国共产党章程教材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 長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6 no. 16 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屆特别会上发言 鄧小平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56 no. 17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整風运动的偉大胜利 毕植蒨 吉林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6 no. 18 访问民主德国杂記 艾中信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6 no. 19 一百多年来美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6 no. 20 国家体育鍛炼标准条例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5

Box 56 no. 21 紅色少年 (第3集)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9

Box 56 no. 22 土特产出口和国家工业化 胡明 盧世光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6 no. 23 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

Box 56 no. 24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 关于支持美国黑人、越南南方人民、巴拿馬人

民、日本人民和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

正义斗爭的声明和談話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6 no. 25 最偉大的友誼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56 no.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 :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

十三日五屆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北京 : 群众出版社, 1979

Box 56 no. 27 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邓小平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6 no. 28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56 no. 29 人民公社專輯 香港 : 三聯書店,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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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6 no. 30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建國前夕到

八屆十一中全會兩條路綫鬥爭史提綱
[中國 : s.n., 196-?]

Box 56 no. 31 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軍 陈翊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7

Box 56 no. 32 国际裁军问題讲话 胡今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56 no. 33
深刻的敉育  伟大的启示 第一辑 : 上海出席、列席  

八大  第二次会議的代表談体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57 no. 1 斥美国国务院备忘录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Box 57 no. 2 海軍 郑展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57 no. 3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 伍丹戈 北京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57 no. 4
修正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投入战斗和重建无产

阶级专政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57 no. 5 政治经濟學教學上的幾個問題 列昂節夫 施建生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0

Box 57 no. 6
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

中的具体形式
陳其人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7 no. 7, 14 解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中几种主要比例关系的变化 楊坚白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57 no. 8
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为爭取工农联盟

而斗爭 : 1905-1907年
車尔勉斯基 梅子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57 no. 9
澳大利亞共產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輯 : 1955

年5月
北京 : 世界知識社, 1956

Box 57 no. 10 高举四面旗帜，为早日实現中间阶段目标而奋斗 宮本显治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7 no. 11 工人阶级是怎样帮助农民的 陆象賢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7 no. 12 阿隆斯的修正主义 爱・弗・希尔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

Box 57 no. 13 論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產主义的途徑 亞歷山德羅夫 田怡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57 no. 15 亞洲的新紀元 黃鋼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55

Box 57 no. 16 生产資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柯舍列夫 沈國芬 北京 : 时代出版社, 1957

Box 57 no. 17 对选民的讲话 恩维尔・霍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2

Box 57 no. 18 苏共領导联印反华的真相 人民日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7 no. 19
在澳大利亚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历史性会议上的报

告
爱・弗・希尔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57 no. 20
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

到底
罗瑞卿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7 no. 21 人民民主 上海 : 卜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7 no. 22 火烧侯家楼 加里 北京 : 通俗文艺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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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7 no. 23 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結和工会的任务
中华全国总工会苏联工运研

究室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57 no. 24 軍事技术史话 王荣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9

Box 57 no. 25 党组织怎样对待党员的错誤 李文栋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7 no. 26 評美国共产党声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7 no. 27
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党在領導農村社会主义

革命中的一部有歷史意义的文献
逄先知 北京 : 学習雜誌社, 1956

Box 57 no. 28 省港大罢工 甘田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7 no. 29 怎样自修马列主义理论 唐堯 鄭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8 no. 1 莫斯科宣言 莫斯科声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8 no. 2 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 方艾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58 no. 3 無产阶級专政历史經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8 no. 4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人民日报》、《红

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58 no. 5 新会县廢物利用的經驗 新会县废物利用委員会
[中國] : 新会县废物利用委員会印, [196-

?]

Box 58 no. 6 論列寧的著作   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 費・季・阿尔希普采夫 郭力軍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8 no. 7-8 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鏡子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8 no.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 试行 [中國] : 农业出版社, [196-?]

Box 58 no. 10-11 高級农業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1956

Box 58 no. 12 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问答 寒星 广东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58 no. 13 和平还是暴力？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8 no. 14
李莫费耶夫和美帝国主义 : 日共《赤旗报》評論員

文章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8 no. 15
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 : (一

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彭真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8 no. 16
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 紀念伟大列宁诞

生一百周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58 no. 17
列宁論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 : 紀念列宁誕

生九十周年1870-1960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58 no. 18
越南民主共和国第三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主要文件 :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至十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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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8 no. 19

共产党人团结的基础 : 答复澳大利亚共产党領导人

对新西兰共产党和新共总书記維・乔・威尔科克斯

的攻击

默・哈・威廉斯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8 no. 20
勇敢，勇敢，再勇敢！ :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在印

度尼西亚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
迪・努・艾地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8 no. 21 戰鬥中的觧放區民兵 力斬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7

Box 58 no. 22 为了我們切身的事業 : 商業战綫上的新人新事 上海市第一商業局政治部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58 no. 23 党的紀律和党的监察工作基本知識講話
中共中央監察委員会办公厅

編輯組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58 no. 24 美国人民党运动 安・罗徹斯特 馬清文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7

Box 58 no. 25
苏共領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 七評苏共中央

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58 no. 26 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9 no. 1, 8
中罗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 罗马尼亚党政代表

团访问中国文件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59 no. 2 二十世纪世界政治 懷丁 蕭宗謀 [中國] : 華國出版社印, [195-?]

Box 59 no. 3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 六評苏共中央的公

开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9 no. 4

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 紀念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綫的建議》发表两周

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9 no. 5-6
论赫鲁晓夫的 和平共处 路线的本质 : 日共《赤旗

报》評論員文章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9 no. 7
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恩维尔・霍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59 no. 9
中越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 中国党政代

表团访问越南文件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59 no.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統計局关於發国民經济的第一

个五年(1953年到1957年)計劃执行結果的公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統計局关於1958年国民經济發展

情况的公报

北京 : 統計出版社, 1959

Box 59 no. 11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四十年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研究

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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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59 no. 12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历史的经验敎训 廸・努・艾地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59 no. 13 处在十字路口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 爱・弗・希尔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4

Box 59 no. 14 庆祝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創刊十二周年文集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

Box 59 no. 15 资本的原始积累 楊思正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59 no. 16 公平經濟 民主中國出版社 香港 : 民主中國出版社, 1950

Box 59 no. 17 所謂南越「解放戰爭」的真相 [中國 : s.n.], 1967

Box 59 no. 18

美國大總統杜魯門向國會建議普遍軍訓的重要性 

President Truman on 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 : an 

address to the U.S. Congress

Truman, Harry S., 1884-1972 上海 : 國際出版社, 1946

Box 59 no. 19
进一步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

共和国第五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金日成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59 no. 20
坚持上层建筑领域革命发展社会主义体育 : 小靳庄

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5

Box 59 no. 21 蘇聯國家政權最高机関 阿斯基羅年 張波 上海 : 作家出版社, 1950

Box 59 no. 22 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 讀者書店. 編委會 天津 : 讀者書店, 1950

Box 59 no. 23 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農業建設 何村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59 no. 24
同美帝国主义合作主宰世界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的

总路线 : 修正主义头子赫魯曉夫下台后的一年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

报》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59 no. 25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第1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60 no.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会运动发展的新特征 罗斯托夫斯基 中華全國总工会國际联絡部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60 no. 2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步前進 北京大众出版社 北京 : 北京大众出版社, 1956

Box 60 no. 3 反党入股 毛澤東 [中國] : 紅棉出版社, [196-?]

Box 60 no. 4 农業社怎样勤儉办社 謝通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60 no. 5 政治經济学的对象 洪文达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60 no. 6 資本主义总危机 吳承禧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60 no. 7 边防战士之歌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軍. 公

安軍政治部文化部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57

Box 60 no. 8 万惡的孔府
浙江幻灯制片厂浙江工农

兵画报社
浙江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60 no. 9 種族問題聲明 : The  Unesco   Statement on race 亞舒尼・蒙逹古 [中國 : s.n., 195-?]

Box 60 no. 10 農民課本 : 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 新農村雜誌社 [中國] : 新華書店東北總店, 1951

Box 61 no. 1 中国古代史通俗講話 李光璧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8

Box 61 no. 2 緬甸與中國 張正藩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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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1 no. 3 不死的王孝和 : 上海工人鬥爭畫史 上海總工會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0

Box 61 no. 4-5 潮州 陳紹賢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61 no. 6-7 泉州 吳春熙
李亦園,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

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61 no. 8-9 話嶺南 馮炳奎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61 no. 10-11 漫談廣州 祝秀俠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5

Box 61 no. 12 劉胡蘭小傳 梁星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61 no. 13 秦淮述舊 宋喬 香港 : 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 1952

Box 61 no. 14 「北京人」的下落 [中國] : 衛聚賢, 1952

Box 61 no. 15 中英對照福建省地圖 : 地形版 香港 : 大中書局, [196-?]

Box 61 no. 16 河北分縣詳圖 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 朱少仙, 金擎宇 [中國] : 亞光輿地學社, 1948

Box 61 no. 17 全國一片大好形勢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61 no. 18-19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61 no. 20 鴉片战争 《中国近代史丛书》編写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62 no. 1 我国古代的創造发明 宁昌 方鋼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62 no. 2 中國學生運動的當前任務 上海市學生聯合會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62 no. 3, 17 黃巢起义 侯忠义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62 no. 4 商鞅变法 施祖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62 no. 5 三國演義群英會  : 電影本事 香港 : 香港南方影業公司, [196-?]

Box 62 no. 6 梅山水庫 治淮委員會政治部宣教處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6

Box 62 no. 7 太平軍攻克武昌的故事 鄧英 武漢 : 羣益堂, 1956

Box 62 no. 8 廣西分縣詳圖 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 金立媓 [中國] : 亞光輿地學社, 1947

Box 62 no. 9 柳河東永州八記新解 黃德根 香港 : 黃德根, 1963

Box 62 no. 10 瓊崖行政區新地圖 (即海南島) 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 上海 : 大中國圖書局, 1950

Box 62 no. 11-12 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 (二)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75

Box 62 no. 13 南京市街道詳圖 中國史地圖表編纂社 金擎宇, 馬宗堯 [中國] : 亞光輿地學社, 1948

Box 62 no. 14 怎樣學習祖國的歷史 中國史學會. 上海分會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62 no. 15 吉鸿昌就义前后 : 革命先烈回忆录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62 no. 16
天下大势 : 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封建社會；中

國歷史；中國歷史
上海 : 道传文化出版, 1949

Box 62 no. 18 中国人民解放軍的三十年 黃濤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62 no. 19 愤怒的控诉
辽源矿务局革委会政治部 三

史 编写组
長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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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2 no. 20 1645年江陰人民守城的故事 謝承仁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62 no. 21 日本田中內閣侵略滿蒙之積極政策 田中義一, 1863-1929 [中國 : s.n., 196-?]

Box 62 no. 22 永远难忘的怀念 : 革命回忆录 习仲勋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Box 63 no. 1 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7

Box 63 no. 2 毛澤東詩詞手稿十首 毛澤東 上海 : 東方紅畫社出版, 1967

Box 63 no. 3 更好地培養青年一代 陶鑄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63 no. 4 中國共產黨的光輝照耀在海南島上 馮白駒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63 no. 5 把青春献給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青年團. 廣州市委員會廣州

青年社

[中國 : 青年團廣州市委員會廣州青年社, 

195-?]

Box 63 no. 6 工人的旗幟趙占魁 李衍白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發行, 1949

Box 63 no. 7 「共產黨人」發刊詞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63 no. 8 關心羣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3 no. 9 全世界人民熱愛新中國 應力 中國青年社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1

Box 63 no. 10 中共的民主黨派 蕭也納 王爾得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1

Box 63 no. 11 一定要繼續躍進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0

Box 63 no. 12 西藏問題 香港 : 三聯書店, 1959

Box 63 no. 13 中國青年黨簡介
中國青年黨. 中央執行委員

會

[中國] : 中國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編

印, 1969

Box 63 no. 14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

公報 :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63 no. 15 打倒新沙皇！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63 no. 16 蘇修妄圖建立社會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63 no. 17 人的因素第一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63 no. 18 毛澤東專政的評價 侯立朝 台北 : 博學出版社, 1973

Box 63 no. 19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

會議上的政治報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3

Box 63 no. 20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兩條路綫的鬥爭史 [中國 : s.n., 196-?]

Box 63 no. 21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 徹底批判劉少奇為代表

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和劉少奇叛黨叛國的滔天罪行
[中國 : s.n., 196-?]

Box 63 no. 22 三奪紅旗 譚尋 上海 : 廣益書局, 1951

Box 63 no. 23 宣傳參考資料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二十二周年大會

籌備委員會宣傳部

[中國 : s.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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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3 no. 24 為了莊嚴的國旗 白雪劍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63 no. 25 馬思聰虎口餘生 姚立夫 香港 : 春秋出版社, 1967

Box 64 no. 1 紅軍─解放者的軍隊 費多謝也夫 鄒文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64 no. 2 毛主席第三、第四次接見革命小將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64 no. 3 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 广东 : 广东人民山版社, 1974

Box 64 no. 4 社會主义新愚公 : 卫海妷工厂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64 no. 5 高舉總路綫的紅旗繼續前進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0

Box 64 no. 6-7
政治报告 : 1956 年1 月30 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协商

会議第二屆全國委員会第二次全体会議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64 no. 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64 no. 9 貫澈執行三大愛國號召
中國人民保衞世界和平反對

美國侵略委員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64 no. 10 农村文化室 (第4集)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64 no. 11 农村文化室 (第5集)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64 no. 12 沃土新苖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

办公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64 no. 13 光榮的勞動道路
遼寧省中蘇友好協會籌備

委員會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64 no. 14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齐钟久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74

Box 64 no. 15 學習中蘇條約 : 慶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向新之 新少年編委會 香港 : 新少年出版社, 1950

Box 64 no. 16-17 將革命進行到底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4 no. 18-19 評白皮書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4 no. 20-21 關於重慶談判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4 no. 22-23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64 no. 24-25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 毛泽东 上海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4 no. 26-27 在晋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5 no. 1
热烈欢迎柬埔寨战友 : 波尔布特书记率领的民主柬

埔寨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
H・馬吉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65 no. 2 怎樣搞學習小組 迅民 新少年編委會 香港 : 新少年出版社, 1950

Box 65 no. 3 忠誠老實運動學習資料. 六
[中國] : 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宣傳

部刊印, [195-?]

Box 65 no. 4 人民日報思想评论 : 第一集 人民日報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72

Box 65 no. 5-6 學習《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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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5 no. 7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在群众中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65 no. 8 自由勞工講話 吳凡蒂 香港 : 新文化研究所, 1954

Box 65 no. 9 毛泽东同志论青年和青年工作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0

Box 65 no. 10 关于經济部門整风的几个問題 薄一波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

Box 65 no. 11 鲁迅论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北京国营曙光电机厂鲁迅

学习小组

北京国营曙光电机厂鲁迅学

习小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65 no. 12 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岂容篡改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7

Box 65 no. 13 雷鋒日记
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纪念

馆
[中國 : s.n.], 1968

Box 65 no. 14 《新年献词》学习资料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5

Box 65 no. 15
为国家积累光荣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工人广播节

目对话材料
北京 : 中國財政经济出版社, 1978

Box 65 no. 16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尖兵─廖初江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65 no. 17 伍修權在聯大 余揚波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1

Box 65 no. 18 先有階級?先有剝削? 讀者書店. 編委會 天津 : 讀者書店, 1950

Box 66 no. 1 婦女參加生產建設的先進榜樣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宣傳教育部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66 no. 2 聽吧，帝國主義的喪鐘敲響了！ 香港 : 三聯, 1967

Box 66 no. 3 政治協商會議 郭蔭棠 厦門 : 星光日報社, 1946

Box 66 no. 4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報告和決議 新華時事叢刋社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66 no.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66 no. 6 人民、人民戰士 魯山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66 no. 7 光復大陸戰略戰術 : 獻給反共抗俄 偉大的民族英雄 張仁正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48

Box 66 no. 8
一切爲了社會主義 : 培養英勇勞動，艱苦奮鬥的精

神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

Box 66 no. 9 高舉無産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66 no. 10 勞動人民創造歷史 張江明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Box 66 no. 11 中國革命中的武裝鬥爭 羅伽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66 no. 12-13 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66 no. 14-15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66 no. 16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66 no. 17 工人階級的旗幟 上海總工會文敎部 漢口 : 勞動出版社,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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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6 no. 18 工会常识 : 工会的性质、作用和任务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会工

作》编辑部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80

Box 66 no. 19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广东 : 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66 no. 20 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0

Box 66 no. 21 祖國人民懷念著你們 : 給台灣同胞的信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56

Box 66 no. 22 美帝坐在火山上 : 六十年代的美國革命羣眾運動 力革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66 no. 23 告台湾軍政人員 廣州 : 联友書局, 1956

Box 66 no. 24 中國工農業展覽會在莫斯科 上海市中蘇友好協會 上海 : 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4

Box 67 no. 1 如此紅軍 亞歷山大・奧爾美 高逸平 台北 : 正中書局, 1951

Box 67 no. 2 中國第四制度運動宣言 香港 : 第四制度出版社, 1960

Box 67 no. 3 論白俄 聶紺弩 [中國] : 野草出版社, 1948

Box 67 no. 4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67 no.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於一九五四年度國民

經濟發展和國家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
北京 : 統計出版社, 1955

Box 67 no. 6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7 no. 7-8 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7 no. 9-10 關於健全黨委制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7 no. 11-12 整頓黨的作風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67 no. 13 井岡山的鬥爭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67 no. 14 無敵志願軍 譚尋 上海 : 廣益書店, 1951

Box 67 no. 15 危害世界人民的美國"實力政策 " 長弓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67 no. 16
在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一九

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 四月十四日通過)
林彪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67 no. 17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67 no. 18 赤裸裸的暴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67 no. 19 人民的革命鬥爭必將埋葬美帝及其走狗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67 no. 20 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的怒潮洶湧澎湃勢不可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67 no. 21 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好方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67 no. 22 認真學習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公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67 no. 23 做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模範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40

Box 67 no. 24 雨中伏擊戰 劉新 詠時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67 no. 25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67 no. 26 毛澤東思想是世界人民革命的燈塔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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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8 no. 1 人民民主主義 : 蘇維埃的理論 R.羅沙 香港 : 香港美國新聞處編印, [196-?]

Box 68 no. 2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8 no. 3, 6 青年運動的方向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8 no. 4-5 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 毛澤東 Strong, Anna Louise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8 no. 7,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68 no. 8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8 no. 10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68 no. 11 給革命青年的信 常春元 [中國] : 知識書店, [196-?]

Box 68 no. 12 介紹「紙老虎」美帝國主義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編輯部 上海 :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1950

Box 68 no. 13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8 no. 14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8 no. 15 論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49

Box 68 no. 16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68 no. 17 什麼是愛國主義，為什麼要愛祖國？ 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68 no. 18 中國共產黨歷年出版分類書目 香港 : 龍文書店, [196-?]

Box 68 no. 19 美國侵略越南的困境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68 no. 20 美蘇大勾結和馬尼拉會議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68 no. 21 英雄的紅衛兵萬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68 no. 22 中國人民掌握了核導彈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68 no. 23 中國不惜任何代價援越抗美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68 no. 24 追憶馬克思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張古梅 上海 : 上海時代書局發行, 1950

Box 68 no. 25-26 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69 no. 1 党是领导一切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69 no. 2 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69 no. 3
坚持不懈地创造性地执行使党和国家生活革命化的

任务
恩维尔・霍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69 no. 4

政府工作報告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

三日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69 no. 5, 7
政府工作报告 :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69 no. 6
政府工作报告 :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在第二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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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9 no. 8-9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 : 批判 四人帮 炮制的 两个

估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69 no.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组织法
北京 : 法律出版社, 1953

Box 69 no. 11, 16 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69 no. 12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國 : s.n., 196-?]

Box 69 no. 13 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 香港 : 三联書店, 1977

Box 69 no. 14
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69 no. 15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重大贡献
人民日报编辑部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7

Box 69 no. 17

关于整風运动的报告 :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委員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

議上

邓小平 上海 :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57

Box 69 no. 18 中國共產黨在民戰爭中的地位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69 no. 19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議关于中

央委員的工作报告的决議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

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

刘少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69 no. 20 广东农村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介紹 广州 : [s.n.], 1966

Box 69 no. 21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來，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

狗！ : 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69 no. 22 向紅透專深的目标前进 安徽人民出版社 合肥 :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69 no. 23 一定要繼續躍進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0

Box 69 no. 24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文件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69 no. 25 正确处理团结和斗爭的关系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69 no. 26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一九

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周恩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69 no. 27 新年讲话材料 杭州 : 淅江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69 no. 28 黃华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69 no. 29
乔冠华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屆全体会议上的

发言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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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69 no. 30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 大庆油田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宋振明在全国工

业学大庆会议上的发言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0 no. 1 隨卫敬爱的周副主席 廖其康 成都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70 no. 2
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是从那里来的？ : 星火日夜商

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二十例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70 no. 3 高举大庆红旗
《解放军报》时事政策宣

传处
张家口 :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77

Box 70 no. 4
在斗争中建设党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0 no. 5
乘胜前进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

军报》一九七七年元旦社论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7

Box 70 no. 6, 37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重大贡献
人民日报编辑部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7

Box 70 no. 7

关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 : 1956年1月14日，在中國

共產党中央委員会召开的关於知識分子問題的会議

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0 no. 8 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 周恩來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Box 70 no. 9
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 《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70 no. 10

亚洲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国侵略者从亚洲赶出去！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

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70 no. 11

周总理对外国报界人士的谈话 : 周总理同马克斯韦

尔的谈话  周总理同后藤基夫的谈话  周总理同《信

使报》记者的谈话

[中國 : s.n., 196-?]

Box 70 no. 12
发扬光荣传统 :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四十五周

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70 no. 13 江青同志讲话选编 江青 广东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70 no. 14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唐山丰南地震抗震救

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0 no. 15 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 广东 : 广东人民山版社,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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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0 no. 16
黃华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二屆会议全体会议上

的发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0 no. 17, 19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
邓小平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7

Box 70 no. 18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毛泽东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7

Box 70 no. 20 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0 no. 21
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

华国锋主席的讲话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0 no. 22 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0 no. 2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

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0 no. 24 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0 no. 25
学好文件抓住纲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社论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7

Box 70 no. 26 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毛泽东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7

Box 70 no. 27
光辉的历史文件 : 学习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

批示批倒批臭 四人帮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0 no. 28

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 中国共产

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通

过，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王洪文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3

Box 70 no.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大会选举法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70 no. 30 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屆特别会上发言 鄧小平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70 no. 3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屆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

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70 no. 32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 这是一九五七

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議第十一次扩大会議

上的一篇講演。現在經本人根据当时記录加以整理

，并且作了若干补充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70 no. 33 人民万岁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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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0 no. 34
培养德智体都得到发展的一代新人 : 批判 四人帮 

破坏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的罪行
教育部大批判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0 no. 35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 揭穿 四人帮 伪造 临终嘱咐 的

大阴谋
《人民日报》编辑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0 no. 36 学习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向群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0 no. 38-39
献身於偉大的共產主义事業 : 几个高級知識分子的

入党感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1 no. 1 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华国锋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1 no. 2 韶山升起红太阳 [中國] : 解放軍文艺社, 1968

Box 71 no. 3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文件 [中國]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78

Box 71 no. 4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关

于中央委員会的工报告决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

会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

刘少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71 no. 5
政府工作报告 :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在第五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华国锋 浙江 : 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71 no. 6 中国共产党章程 广东 : 人民出版社, 1982

Box 71 no.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
刘少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1 no. 8
穷棒子精神绘新图 : 河北省遵化县人民学大寨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
燕山樵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72

Box 71 no. 9 必须重视侨务工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71 no. 10 战斗英雄的故事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71 no. 11
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 热烈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八周年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7

Box 71 no. 12 陈玉成 《陈玉成》编写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71 no. 13 信陵公子 :  东周列国志 里的故事 汪未 北京 : 通俗文艺出版社, 1957

Box 71 no. 14 上海工人武裝起义 章遇凡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71 no. 15 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齐钟久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74

Box 71 no. 16 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话 [中國]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71 no. 17 刘少奇同志生平活动年表 : 1898年─1969年 [中國] : 中国革命博物馆, [196-?]

Box 71 no. 18 片马烽火 : 怒江各族人民反帝斗争历史故事 云南 : 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71 no. 19 鴉片战爭 新兴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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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1 no. 20 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
中國共產黨廣州市委員會

宣傳部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71 no. 21 祖国的宝島台湾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8

Box 72 no. 1 中共動態分析. 第四十九期 台北 :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 1968

Box 72 no. 2 中共動態分析. 第五十期 台北 :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 1968

Box 72 no. 3 共軍「鬥私、批修」運動的演變與展望 荊瑞光 台北 :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 1967

Box 72 no. 4 中俄共矛盾中共產世界的分裂 呂律 台北 :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 1968

Box 72 no. 5 中共農業機械化的經濟效果 馬昌宗 台北 :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 1968

Box 72 no. 6 中共備戰經濟進展情形 高向杲 台北 :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 1968

Box 72 no. 7 大陸人民的心態分析 台北 : 中國大陸雜誌社, 1985

Box 72 no. 8 不要上當 台北 : 中國大陸雜誌社, 1985

Box 72 no. 9 中共理論的剖析 台北 : 中國大陸雜誌社, 1985

Box 72 no. 10 馬列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台北 : 中國大陸雜誌社, 1985

Box 72 no. 11 大陸在暴政下之慘狀 台北 : 中國大陸雜誌社, 1985

Box 72 no. 12 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比較 台北 : 中國大陸雜誌社, 1985

Box 72 no. 13 中共政權的本質與體制 台北 : 中國大陸雜誌社, 1985

Box 72 no. 14 為何不與中共通商、通郵、通航 台北 : 中國大陸雜誌社, 1985

Box 72 no. 15 為何不與中共接觸、談判、妥協 台北 : 中國大陸雜誌社, 1985

Box 72 no. 16 中共對華僑的統戰與經濟掠奪 汪駿
台北 : 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亞洲

人民反共聯盟中華民國總會印行, 1980

Box 72 no. 17 一年來中國大陸知識青年抗暴情勢 汪孝先
台北 : 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亞洲

人民反共聯盟中華民國總會印行, 1969

Box 72 no. 18 對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之分析 張镇邦
台北 : 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亞洲

人民反共聯盟中華民國總會印行, 1977

Box 72 no. 19 我要控訴 蕭炳南 楊昆南
台北 :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印行, [196-

?]

Box 73 no. 1
四角之戰 : 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生死鬥爭；清算

馬克斯主義的總結
高元正 [中國] : 第四制度出版社, 1975

Box 73 no. 2 蘇聯民族合作問題的解決 葉・阿・杜娜耶娃 吳祖烈 上海 : 上海作家書屋, 1950

Box 73 no. 3 斯大林與歷史科學 葛利科夫 余元盦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73 no. 4 漫畫家何布洛克眼中的共產主義 [中國 : s.n., 196-?]

Box 73 no. 5 巴黎公社 鍾國強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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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3 no. 6
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選區兩次選民大會上的演說 : 一

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49

Box 73 no. 7 沙俄時代工農生活及其為自身解放而斗爭的情形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2

Box 73 no. 8 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49

Box 73 no. 9 論列寧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49

Box 73 no. 10 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 : 政治學校讀物 [中國]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196-?]

Box 73 no. 11 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1954

Box 73 no. 12 關於一九五零年革命的報告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 1953

Box 73 no. 13 论无产阶级革命領袖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Lenin, 

Vladimir Il′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3 no. 14 俄白論 [中國] : 野草出版社印行, 1948

Box 73 no. 15 華萊士與共產黨 : (附錄華萊士致毛澤東書)
易重光, Wallace, Henry A. 

(Henry Agard)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0

Box 73 no. 16
馬克思恩格斯的 共產党宣言  : 中央人民廣插电台

廣播稿
李林講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74 no. 1 論列宁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得佛爾根 [中國] : 中華書局, [196-?]

Box 74 no. 2 坚决支持第三世界的正义要求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4

Box 74 no. 3 論合作制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印, 1949

Box 74 no. 4 馬克思 艾明之 [中國] : 三聯書店, 1950

Box 74 no. 5 列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大撉红旗造船厂工人业余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辽宁师范

学院政治历史系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5

Box 74 no. 6-7 列寧、斯大林論國家 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74 no. 8 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74 no. 9 論歐洲聯邦口號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社, 1950

Box 74 no. 10 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 "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74 no. 11 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1951

Box 74 no. 12 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 : 第二集 光峰 叶灵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5

Box 74 no. 13 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74 no. 14 列寧的國家機關工作原則和改善國家機關的任务 米・葉・德玖巴 艾梅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4 no. 15 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莫斯科 : 外國文書藉出版局, 1955

Box 74 no. 16 新年贺词 金日成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4 no. 17 学习列宁论经济建设与管理 何桂林 黑龙江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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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4 no. 18
给奧・倍倍尔、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

的通告信
Marx, Karl 恩格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74 no. 19 论马克思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74 no. 20-21 给老战士、模范人物和烈士亲友的八封信 恩维尔・霍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74 no. 22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电视演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2

Box 74 no. 23-24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电视演说 菲德尔・卡斯特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74 no. 25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中国共产党. 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74 no. 26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声明 : 一九六五

年三月二十二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74 no. 27 迎接朝鲜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 金日成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4 no. 28 恩格斯"劳工旗帜" 論文集 刘瀟然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74 no. 29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4 no. 30 反帝斗爭中的忠实同盟者 叶・普利瑪科夫 [中國] : 新聞社出版局, [196-?]

Box 75 no. 1 美國扶日亡華大陰謀 香港 : 自由世界出版社, 1948

Box 75 no. 2 堅持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75 no. 3 國際著名和平戰士介紹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

會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2

Box 75 no. 4 淮海戰役 方習文 北京 : 開明書店, 1950

Box 75 no. 5 漢江南岸的日日夜夜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

美國侵略委員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1

Box 75 no. 6 淮海戰役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4

Box 75 no. 7 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75 no. 8 擇地登陸論 : 汪涵論戰 汪涵 香港 : [s.n.], 1950

Box 75 no. 9 井岡山 李偉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75 no. 10 智战蔣賊軍 萧英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8

Box 75 no. 11 告台湾軍政人員 廣州 : 联友書局, 1956

Box 75 no. 12 小戰例集 (附錄)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 南京 : 訓練總監部, 1933

Box 75 no. 13
大陳浩劫 : 中國紅十字會關於蔣軍在美國指使和掩

護下撤出大陳等島時所犯罪行的調查報告書
北京 :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 1955

Box 75 no. 14 解放台灣是中國人民的神聖任務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75 no. 15 歷史的教訓 : 杜魯門總統論朝鮮局勢 Truman, Harry S. [中國 : s.n.] , 1950

Box 75 no. 16 紅軍的布告 : 工农文化读物 湖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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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5 no. 17 红军長征走过道路 解放軍画报社 北京 : 解放軍画报社, 1956

Box 75 no. 18 展望大反攻 嚴晦明 香港 : 自由世界出版社, 1947

Box 75 no. 19 解放軍生活 新民書店 香港 : 新民書店, 1949

Box 75 no. 20 爱國一家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56

Box 75 no. 21 斯大林格勒大會戰 熱梅梯斯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4

Box 75 no. 22, 26 把紅旗插上井岡山 長工 柏峯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75 no. 23 長征故事 張春如 香港 : 三聯, 1954

Box 75 no. 24 西藏問題 香港 : 三聯書店, 1959

Box 75 no. 25 人民、人民戰士 魯山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76 no. 1 北韓的特種部隊 馬昌宗 台灣 : 光華出版社印行, 1969

Box 76 no. 2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北京出版社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61

Box 76 no. 3 馬祖海峽的风浪 曹度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8

Box 76 no. 4 北韓的軍事 馬昌宗
台灣 :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 

1970

Box 76 no. 5 爭取和平解放台湾通俗图解 时雨 張白羽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76 no. 6 井岡山上的紅旗 : 上冊 葉蠖生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4

Box 76 no. 7 游泳及跳水裁判法 雷瑞林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76 no. 8 長征散記 蘇偉光 山西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76 no. 9 白皮書 : 韓國緊急局勢中美國的政策 [中國 : s.n.], 1950

Box 76 no. 10 蘇聯的遠東紅軍 汪馥泉 [中國 : s.n., 196-?]

Box 76 no. 11 縱論老撾戰局 W.貝却敵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76 no. 12 一二八淞沪战爭 : 革命历史故事 宋喜霈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76 no. 13 边防小哨兵 孙根喜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76 no. 14 淮海战役 穆欣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76 no. 15-16 关于目前國际形势、我國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問題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6 no. 17 形势在发展 时代没有变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76 no. 18 大盘道的伏击战 : 东北抗日联軍故事 張庆吉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Box 76 no. 19 广州起义一水手 黃养 管念祖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76 no. 20 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長征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5

Box 76 no. 21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

军战斗力
韦国清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76 no. 22 学习《论持久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学习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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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6 no. 23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 : 一九四四年留守兵团政治

部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76 no. 24 解放克里米亚和敖德薩战役中的黑海舰队战士 柯诺年科 顏明宜 北京 : 时代出版社, 1956

Box 77 no. 1 外國資本在印度 印度「共產黨人」雜誌 馬兗生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1950

Box 77 no. 2 國家預算 季亞琴科 李延棟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77 no. 3 我国国家預算 王鏡芝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77 no. 4 新中國的工業品出口貿易 郭忠言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7 no. 5 怎樣辦好農民業餘教育 楊履武 北京 : 大眾書店, 1951

Box 77 no. 6 関於工商業的政策 陳伯達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8

Box 77 no. 7 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统一巿场中的作用 汪旭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77 no. 8-9
把商業工作提高一步 : 1955年上海市第一商業局系

統工作經驗介紹
上海市第一商業局辦公室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7 no. 10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委員会第八次全体会議文件 中国共产党. 中全會 (8t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77 no. 11 資本主义总危机 張魚 吳健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77 no. 12
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 : 政治經济学講座社会主

义生产方式部分 / 牛中黃
馬洪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

Box 77 no. 13 資本主义前的經济 :  政治經济学常識 講座第二講 蕭建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77 no. 14 秧歌王朝的末路 靜宇 [中國] : 自由出版社印, 1951

Box 77 no. 15 公平經濟 民主中國出版社 香港 : 民主中國出版社, 1950

Box 77 no. 16 1959年祖國國民經濟計劃通俗圖解 香港 : 經濟導報社, 1959

Box 77 no. 17 集二鉄路 冷超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77 no. 18 大規模經濟建設講話
新華通訊社. 地方新聞編輯

部
漢口 :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77 no. 19 論經濟自由 張丕介 中國文化協會 香港 : 文光書局, 1958

Box 77 no. 20 計划経济与价值規津 薛暮桥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77 no. 21 經濟思想的發展 許錫鎏 [中國] : 華國出版社, [196-?]

Box 78 no. 1 從經濟發展看世界潮流 (圖解) 經濟導報社 香港 : 經濟報導社, 1958

Box 78 no. 2 蘇聯公民怎樣納稅 波戈里普夫 蕭文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0

Box 78 no. 3 蘇聯國民經濟中之技術進步 索可洛夫 韓克信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1

Box 78 no. 4 同富. 第三集 香港 : 同富出版社, 1958

Box 78 no. 5 我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 林力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4

Box 78 no. 6 蘇聯的出版事業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媥輯發行, [196-?]

Box 78 no. 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 吳健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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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8 no. 8 刺刀下的交易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78 no. 9-10

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識分子的使命 : 1956车1月

3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二届全國委員会

第二次議上的报告

郭沫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78 no. 11 谈谈劳卫制 陳莫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6

Box 78 no. 12 人人要成为多面手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78 no. 13 发展人民储蓄事业 中国人民银行. 工商信贷局 北京 : 中国財政经济出版社, 1978

Box 78 no. 14 法国的政治局势 周戈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78 no. 15 百折不挠地贯彻执行总路线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78 no. 16-17 蘇聯「準備勞動與衛國」制度的通過分區障礙物 伊・波・謝爾蓋也夫 蘊健, 閻海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78 no. 18-19 更好地發揮知識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作用 新知識出版社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78 no. 20 让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时传祥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65

Box 78 no. 21 中華民國獎勵投資措施及成果
[中國] : 經濟部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審議

委員會, 1971

Box 78 no. 22 愛國增產節約課本 唐明邦 重慶 : 西南工人旦報印刷廠, 1952

Box 78 no. 23 土改後農民文化生活 新華書店華東分店編輯部 上海 : 新華, 1950

Box 78 no. 24 闢閰錫山之謬说 [中國 : s.n., 196-?]

Box 78 no. 25 關於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的報告 薄一波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78 no. 26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一冊, 金屬礦產品, 非

金屬礦產品, 合金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經經濟出版社, 1955

Box 78 no. 27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十五冊, 草帽辮、消費

用紡織品、針織品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經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79 no. 1 新生中的國民黨 成智 廣州 : 港粤三友出版社, 1946

Box 79 no. 2 驳「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诬蔑 吴敬琏 周叔连, 汪海波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79 no. 3 以路线为纲搞好企业管理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79 no. 4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广东 : 人民出版社, 1984

Box 79 no. 5 商品的经历 蔡子文 上海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79 no. 6 資本主義的经济危機 關夢覺 香港 : 新中國書局, 1949

Box 79 no. 7 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 中共佛山地委宣传部编写组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79 no. 8 关于工人阶级的团结问題 傅容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79 no. 9 建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 張勁夫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79 no. 10 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文件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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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79 no. 11 工商界要認清前途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79 no. 12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八冊, 飼料、粮穀、豆

類、油籽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5

Box 79 no. 13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九冊, 菸葉, 茶葉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5

Box 79 no. 14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十冊, 肉及肉製品, 動

物油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5

Box 79 no. 15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十三冊, 鮮果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79 no. 16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十四冊, 乾果、果仁, 

食用香料及其他食品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80 no. 1 啞鈴操 B.T. 普斯托沃特 李永進, 王增華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7

Box 80 no. 2 田径
青少年体育小丛书編輯委員

会
上海 : 上海敎育出版社, 1963

Box 80 no. 3
关于如何打乒乓球 : 徐寅生同志对中国女子乒乓球

运动員的讲話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5

Box 80 no. 4 拳朮二十法 王子平 王菊蓉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2

Box 80 no. 5-6
1956年  全國体操單項个人冠軍賽  及 全國体操冠軍

賽  規定動作

中國体育运動委員会运動

競賽司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6

Box 80 no. 7 劳卫制少年级锻煉手册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6

Box 80 no. 8 读《关于如何打乒乓球》 潘梓年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5

Box 80 no. 9 运动場地器材图解 庄文貞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5

Box 80 no. 10 怎样练习打乒乓球 李仁苏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3

Box 80 no. 11 体育运動生理衛生常識講話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6

Box 80 no. 12 体操敎学中的保护和帮助 楊紹虞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9

Box 80 no. 13 冬季體育鍛鍊手冊
中華全國體育會. 北京市分

會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1

Box 80 no. 14 乒乓球 姜永宁 孙梅英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3

Box 80 no. 15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80 no. 16 工人社会主义敎育提纲 中国工人 編輯部 中国工人 編輯部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8

Box 80 no. 17 谈社会主义思想敎育问题 虞誠 江苏敎育社 江苏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80 no. 18 新敎學法的基本內容 廣東敎育與文化月刋社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80 no. 19 認真推廣速成識字法 中南人民出版社 漢口 :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80 no. 20 做一个社会主义知識分子 黃磷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80 no. 21 青年教师的思想修养 刘煥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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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80 no. 22 根据儿童年龄特奌进行敎育 中国妇女杂志社 北京 : 中国妇女杂志社, 1957

Box 80 no. 23 蘇聯的敎育制度 = The Soviet system of education O.阿尼西莫夫 [中國 : s.n., 195-?]

Box 80 no. 24 广播体操汇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8

Box 80 no. 25 乒乓球基础讲话 傳其芳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0

Box 81 no. 1 作文教学与课外阅读 何林天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81 no. 2 关于"小学敎学計划"的几个問題 趙廷为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81 no. 3 学记今译 頋树森 北京 : 人民敎育出版社, 1957

Box 81 no. 4 歷史教學講座
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

委員會
北京 : 大眾出版社, 1953

Box 81 no. 5 新中國的文化教育 秦牧 廣州 : 正大書店, 1950

Box 81 no. 6 怎樣了解和教育學生 巴哈廖夫 邱陵 上海 : 啓明書店, 1953

Box 81 no. 7-8 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教學工作 鍾華敏 香港 : 華僑學生出版社, 1954

Box 81 no. 9 培养学齡前兒童的共產主义道德品質 関瑞梧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 1956

Box 81 no. 10

关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 : 1956年1月14日，在中國

共產党中央委員会召开的关於知識分子問題的会議

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81 no. 11 怎樣進行紀律教育 特・潘費洛娃 培己 上海 : 啓明書店, 1953

Box 81 no. 12-13 怎樣教育兒童 教師月報社 北京 : 大衆出版社, 1953

Box 81 no. 14 幼兒教育中的幾個問題
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 

婦女兒童福利部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3

Box 81 no. 15 知識分子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81 no. 16
九年國民敎育新里程 = Nine-year Free Education 

Program
臺灣. 新聞處 台灣 : 臺灣省新聞處, 1971

Box 81 no. 17 寫話 : 介紹一種初學讀和寫很有效的敎學法 平生 山東 : 新中國書局, 1947

Box 81 no. 18 十位不朽的教师 洛寒 北京 : 文化敎育出版社, 1956

Box 81 no. 19 易筋經 李佩弦 董汉枢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2

Box 81 no. 20 在教育工作中开展两条道的斗爭 華东师范大学敎育系 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8

Box 81 no. 21 師範學院的思想政治敎育 斯捷巴諾夫 奧索斯科夫, 吳鋒 瀋陽 : 東北敎育出版社, 1951

Box 81 no. 22 语文敎学中的创造性叙述 何以聪 上海 : 上海敎育出版社, 1961

Box 81 no. 23 依靠群众、勤俭办学
上海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展览会
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8

Box 81 no. 24
关于我国学校的迸一步革命化 : 在阿尔巴尼亚劳动

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 恩维尔・霍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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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81 no. 25 跳高和跳远 張天祥 莊文貞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7

Box 81 no. 26 靠身捶 吳桐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2

Box 82 no. 1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学习笔圮 蔣仲仁 南京 : 江苏敎育社, 1957

Box 82 no. 2 香港敎育與青年問題 鐘期榮 香港 : 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Box 82 no. 3 几所半工半读的学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

会. 湖北馆
上海 : 上海敎育出版社, 1958

Box 82 no. 4 谈作文教学 江西上饒师范語文敎研組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82 no. 5 中國大陸高等學校畢業生出路 孫煒 香港 : 華僑學生出版社, 1954

Box 82 no. 6, 8 怎樣辦好工人業餘文化學校 東北總工會文教部 東北 : 東北新華書店, 1950

Box 82 no. 7 我是怎樣學好功課的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82 no. 9
什麼是幸福的童年 : 蘇聯報刋關於家庭教育的論文

選集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82 no. 10 蘇聯教育工作的基本問題 東北教育社 東北 : 東北新華書店, 1949

Box 82 no. 11-12
學生知識、技能和熟練技巧的經常檢查 : 教學法指

導信
彼洛夫斯基 榕生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82 no. 13 在中学数学敎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逻輯思維 馬忠林 [中國]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82 no. 14 在綠茵场上 : 談談新中国的足球运动 何礼蓀 李思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9

Box 82 no. 15 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問題 H・卡伊洛夫 王易今
[中國] :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

委員會, 1950

Box 82 no. 16 学生的意志敎育 符・依・謝利凡諾夫 北京 : 人民敎育出版社, 1955

Box 82 no. 17 現階段地理敎學諸問題 翁大草 上海 : 商務, 1950

Box 82 no. 18 小學語文敎學的兩個問題 鄧峻璧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82 no. 19 五路查拳 蔡龙云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9

Box 82 no. 20 甲组男子长拳图解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

司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2

Box 83 no. 1 從聖經看今日之以色列 香港 : 讀經會香港分會, 1970

Box 83 no. 2 啓示錄第廿章的研究 Schumm, F. C. G. 張保羅 香港 : 路德會書報部, 1951

Box 83 no. 3 中國傳統文化與天主古教 蘇雪林 香港 : 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1950

Box 83 no. 4 論無神的共產主義通牒撮要 教宗必約十一世 香港真理學會 香港 : 香港真理學會, 1948

Box 83 no. 5 穆罕默德傳 馬摩西 [中國] : 柔佛宗教部刊行, 1954

Box 83 no. 6 古蘭簡介 馬堅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1

Box 83 no. 7 談談宗敎的思想
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

夫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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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83 no. 8 教皇庇護十一世的反共通諭 : 現代問題的解答 王昌祉 香港 : 香港真理學會, 1949

Box 83 no. 9 公教信友手冊 程野聲 香港 :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1948

Box 83 no. 10 彇勒上生經宗要人間淨土與龍華佛教合集 竺摩法師 [中國] : 泰國龍華佛教社印, [196-?]

Box 83 no. 11 公教的社會觀 Catholic catechism of social questions O'kane, T. J 廖玉華 香港 : 香港真理學會, 1949

Box 83 no. 12 基督教國或基督教 : 那一樣是世界的光
美國 :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Inc., 1955

Box 83 no. 13 宇宙之謎 程野聲 香港 : 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196-?]

Box 83 no. 14 共產主義的策略 施恩 香港 : 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1948

Box 84 no. 1 聖母軍女英雄愛德閨小姐 徐恩施 李盎博 [中國] : 華明書局, 1953

Box 84 no. 2 回教道理的研究 馬摩西 星洲 : 柔佛宗教部, [196-?]

Box 84 no. 3 宗敎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6

Box 84 no. 4 儒法斗争史参考材料 [中國 : s.n., 196-?]

Box 84 no. 5 如何愛天主 格羅西 梁保祿 香港 : 公教真理學會, 1947

Box 84 no. 6 為什麼天主教譴責共產主義 王昌祉 現代問題研究社 香港 : 香港真理教會, 1949

Box 84 no. 7 共產黨是否反對天主教 王昌祉 現代問題研究社 香港 : 香港真理教會, 1947

Box 84 no. 8 共產主義是否相反基督教義 王昌祉 現代問題研究社 香港 : 香港真理教會, 1949

Box 84 no. 9 宗教在蘇聯究竟怎麼樣 王昌祉 現代問題研究社 香港 : 香港真理教會, 1949

Box 84 no. 10 天主教怎樣對付共產黨 王昌祉 現代問題研究社 香港 : 香港真理教會, 1949

Box 84 no. 11 共區內信仰自由的一個例 王昌祉 現代問題研究社 香港 : 香港真理教會, 1949

Box 84 no. 12 民主的再認識 常仁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1

Box 84 no. 13 我曾加入共產黨 李伯樂 王昌祉 香港 : 香港真理學會, 1948

Box 85 no. 1 新中國的文化教育 秦牧 廣州 : 正大書店, 1950

Box 85 no. 2 関於知識分子的改造 正報出版社 香港 : 正報出版社 編印, 1948

Box 85 no. 3 「新中國」的學生教師 香港美國新聞處 香港 : 香港美國新聞處編印, [196-?]

Box 85 no. 4 知識分子與教育問題 解放社 [中國] : 新華書店, 1949

Box 85 no. 5 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教學工作 鍾華敏 香港 : 華僑學生出版社, 1954

Box 85 no. 6 語文 : 下册 蔣祖怡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85 no. 7 关心青年一代 农业出版社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74

Box 85 no. 8 史瑞芬 中國敎育工會全國委員會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1

Box 85 no. 9 少年兒童隊活動介紹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山

東省工作委員會少年兒童

部

山東 :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6-?]

Box 85 no. 10 勞功的罪犯 史與恩 香港 : 華僑出版公司,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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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85 no. 11 香港大專學校介紹 甘湜 香港 : 華僑學生出版社, 1954

Box 85 no. 12 中國幾個高等學校介紹 馬寅初 香港 : 三聯書店, 1957

Box 85 no. 13 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 柯斯莫捷米揚斯卡婭 王幽, 秦沛然 北京 : 北京大眾出版社, 1956

Box 85 no. 14 水泥船 珠江电影制片厂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85 no. 15 悬砌拱桥 珠江电影制片厂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85 no. 16 牡蛎采苗 珠江电影制片厂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85 no. 17 校园春色 : 教育革命诗颂 上海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75

Box 85 no. 18 排球竞赛规则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7

Box 85 no. 19 甲组女子长拳图解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司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2

Box 85 no. 20 帶绳逰戲 蔡薏華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5

Box 85 no. 21 水球竞赛规则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3

Box 85 no. 22 美好的青春属于谁 : 和青年朋友谈学雷鋒 方文 [中國]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78

Box 85 no. 23 中國智識份子 : 國史新論之三 錢穆 [中國] : 中國問題研究所出版, 1951

Box 85 no. 24 中小学教育革命经验选 广东 : 广东人民山版社, 1972

Box 85 no. 25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史展览內容介绍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國] :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物馆, 1966

Box 85 no. 26 新中國的文化教育 黃雨 九龍 : 南方書店, 1950

Box 86 no. 1 字的形音義 王力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86 no. 2 知識份子用的北方話新文字課本 倪海曙 北京 : 開明書店, 1950

Box 86 no. 3 "文化學習"常用字表 文化學習社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86 no. 4 王老師講標點符號 彭先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86 no. 5 北方音・江南音・廣州音・對照字彙 倪海曙 上海 : 東方書店出版, 1951

Box 86 no. 6 農業合作化歌曲集 音樂出版社. 編輯部 北京 : 音樂出版社, 1956

Box 86 no. 7
論中國語言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 香港中文大學講

座教授就職講演
周法高 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1966

Box 86 no. 8 《智取威虎山》唱段選 : 革命現代京劇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86 no. 9 大雜院裏的人們 : 文學初步讀物 老舍 阿老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Box 86 no. 10 民歌選輯 明敏 上海 : 中華樂學社, 1949

Box 86 no. 11 雜技藝術的花朵 張夢庚 北京 : 北京大眾出版社, 1956

Box 86 no. 12 外套
果戈理 Gogol', Nikolaĭ 

Vasil'evich
劉遼逸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2

Box 86 no. 13 悲慘世界 Hugo, Victor 伍光建 上海 : 黎明書局, 1935

Box 86 no. 14 小雜院 陳慎言 張潤時, 李鳳陽 北京 : 北京自強書局, 1953

Box 86 no. 15 新花木蘭 (京劇) 言慧珠 北京 : 北京寶文堂書店,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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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86 no. 16 西廂記分析 周天 上海 :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6

Box 86 no. 17 方言調查詞彙手册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 [中國] : 科学出版社, 1955

Box 86 no. 18 数目代字訣 田廷俊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Box 86 no. 19 文藝學習資料 華南文聯籌備會 華南 : 華南新華書店, [195-?]

Box 87 no. 1 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訂 盧戇章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Box 87 no. 2 李益從軍詩編年考 黃麟書 [中國 : s.n., 196-?]

Box 87 no. 3 蘇聯的藝術
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

展覽會廣州辦公室宣傳處

廣州 : 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 

1955

Box 87 no. 4-5 語言 濮之珍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87 no. 6 王冕 洪瑞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Box 87 no. 7 國文講座 : 第一冊 陳冠字 上海 : 國文講座社, 1938

Box 87 no. 8 戰士詩歌 崔左夫 上海 : 通俗文化出版社, 1950

Box 87 no. 9 勇敢的游擊隊員 H.吉洪諾夫 邱威 上海 : 光明書局, 1950

Box 87 no. 10 庵堂認母；聰明月老 (電影本事) 香港 : 香港南方影業公司, [196-?]

Box 87 no. 11 真假濟公 : 電影本事 香港 :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1955

Box 87 no. 12 斯大林與蘇聯文學問題 維里琴斯基 桑賓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Box 87 no. 13 新詞用法例解 王自強 濟南 :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87 no. 14 雁侶 袁珂 武漢 :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87 no. 15 接班人 周一翿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87 no. 16 論文學與人民的血緣關係 伊瓦施清科 辛清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3

Box 87 no. 17 打通思想 康捷 戲曲叢書編輯委員會 上海 : 文化工作社, 1950

Box 87 no. 18 條條道路通向拼音字文字 張芷 上海 : 上海東方書店, 1951

Box 87 no. 19 集體農場的女兒 古羅 陸欽頤 北京 : 開明書店, 1951

Box 87 no. 20 美人計 徐菊華 北京 :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1953

Box 87 no. 21 瀟湘夜雨 楊顯之 顏文, 劉開申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5

Box 87 no. 22 魯迅 王士菁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2

Box 87 no. 23 后羿嫦娥：京劇 李岳南 香港 : 藝美圖書公司, 1956

Box 87 no. 24 中國文學欣賞初步 廖輔叔 上海 : 生活書店, [196-?]

Box 88 no. 1 蘇維埃文學發展的幾個問題 蘇爾科夫 蔡時濟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3

Box 88 no. 2 一個堅決向文化進軍的人 章志潔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88 no. 3 戲劇概論 張庚 長沙 : 商務印書館, 1940

Box 88 no. 4 敢想敢干的年輕人 通俗讀物出版社 [中國]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6-?]

Box 88 no. 5 平原花朵 張慶田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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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88 no. 6 俄羅斯軍事畫家瓦・瓦・魏列夏庚 列別捷夫 姚定九, 王稼駿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5

Box 88 no. 7 簡化漢字字体說明 陳光垚 北京 : 中華書局出版, 1956

Box 88 no. 8 提高政治宣傳畫的思想藝術水平 B・克朗諾夫 司赫
北京 :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

員會 印行, 1952

Box 88 no. 9 王丕勤走南路 韓起祥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0

Box 88 no. 10 歌曲. 第十三期
中央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

局
中國音樂家協會 北京 : 藝術出版社, 1954

Box 88 no. 11 歌曲. 第十六期 中國. 藝術事業管理局 中國音樂家協會 北京 : 音樂出版社, 1955

Box 88 no. 12 歌曲. 第十四期
中央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

局
中國音樂家協會 北京 : 藝術出版社, 1954

Box 88 no. 13 詩經裏的戀歌 趙聰 香港 : 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1964

Box 88 no. 14 文學與現實 謝爾賓納 碩甫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1955

Box 88 no. 15 常用虛詞例釋 顧巴彥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88 no. 16 新歌選集 : 抗美援朝
中央戲劇學院(中國). 研究

部. 音樂室創作室
抗美援朝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1

Box 88 no. 17 駁中国用万国新語說 章炳麟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Box 88 no. 18 林語堂名作選集 陳磊 香港 : 南洋圖書公司印行, 1954

Box 88 no. 19 音樂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問題 奈斯提葉夫
中央音樂學院(中國). 華東分

院. 研究室編譯組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3

Box 89 no. 1 臙脂 蒲松齡 菲薄 北京 : 通俗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89 no. 2 紹興散記 任微音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89 no. 3 簪花仕女圖研究 楊仁愷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62

Box 89 no. 4 滇劇選 楊明 香港 : 香港藝美圖書公司, 1957

Box 89 no. 5 楚劇選 趙勉 香港 : 香港藝美圖書公司, 1956

Box 89 no. 6 城市在前進 : (報告・特寫集) 華嘉 廣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89 no. 7 幸福的祖國兒童 雷翁 廣州 : 新少年出版社, 1953

Box 89 no. 8 唐詩的翻譯 倪海曙 上海 : 東方書店, 1954

Box 89 no. 9 魯迅自書詩十首 北京魯迅博物館 [中國]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1

Box 89 no. 10 花環 ─ 訪問巴基斯坦詩草 聞捷 袁鷹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3

Box 89 no. 11 伐木者，醒來吧！ Neruda, Pablo 袁水拍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Box 89 no. 12 鹽場上 Gorky, Maksim 杜晦之 香港 : 人間書屋, 1948

Box 89 no. 13 貢劳格英雄傳說 郭恕可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0

Box 89 no. 14 唐宋傳奇選. 第六輯 刘耀林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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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89 no. 15 談"紅日" 刘金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8

Box 89 no. 16 鋼花 安德烈・斯梯 任起莘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Box 89 no. 17 百合花 茹志鵑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Box 89 no. 18 新綠詩篇 趙宗信 台北 : 台灣大眾文摘社, 1956

Box 89 no. 19 革命青年的榜样 北京 :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9

Box 89 no. 20 貢獻 波列伏依 劉遼逸, 金人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Box 89 no. 21 血淚仇評話 李潔 北京 : 開明書店, 1950

Box 89 no. 22 暴政興亡記 : 諷刺連環漫畫 胡三元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5

Box 89 no. 23 文藝叢刊 : 第二輯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港粤分會 香港 :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港粤分會, 1946

Box 90 no. 1 記住毛主席的話 陳模
[中國] : 青年團瀋陽市委員會宣傳部, 

[196-?]

Box 90 no. 2 蟋蟀鳴 : 圖畫本中篇說部 山雨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7

Box 90 no. 3 人民的太陽 符公望 香港 : 海洋書屋, 1948

Box 90 no. 4 鳳凰之歌 (電影本事) 香港 : 香港南方影業公司, [196-?]

Box 90 no. 5 祖國的雄鷹 馬國昌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90 no. 6 美勞教學講座
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

委員會
[中國] : 大眾書局, 1951

Box 90 no. 7 喜筵 陳翔鶴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56

Box 90 no. 8 南征散記 孟方 廣州 : 南方書店, 1950

Box 90 no. 9 骨肉 胡万春 上海 :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1964

Box 90 no. 10 基本中文俄譯例解 黃溥 上海 : 中華書局出版, 1954

Box 90 no. 11 和祖國一道前進 王映汀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57

Box 90 no. 12 虎牢關 : 福建蒲仙戲 李秋梧 香港 : 香港藝美圖書公司, 1956

Box 90 no. 13 在兩季里 佟震宇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0 no. 14 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問題與文學 高叔眉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3

Box 90 no. 15 素描研究 茹茄 全國美協上海分會 上海 : 大東書局, 1951

Box 90 no. 16 字母的故事 周有光 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8

Box 90 no. 17 靜靜的嫩溪 黃思騁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0

Box 90 no. 18 高桐軒 王樹村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3

Box 90 no. 19 賀綠汀歌曲集 : 簡譜本 郭沬若 賀綠汀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57

Box 90 no. 20
聂耳 冼耳海歌曲选 : 纪念聂耳逝世四十周年 冼星

梅逝世三十周年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75

Box 90 no. 21 談有关文学特性的几个問題 以羣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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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90 no. 22 赤樺信 傅仇 武漢 :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57

Box 90 no. 23 草原秋色 朱奇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90 no. 24 在学生宿舍里 祁志青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Box 90 no. 25 三角帽 : 一个根据民間传說如实記載下来的故事 亚拉尔孔 博园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91 no. 1 雷鋒日記 : 1956-1968 北京 : 解放軍文艺社, 1964

Box 91 no. 2 紅色小号手 : 美朮电影文学剧本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91 no. 3
儿童文学选集 : 西安地区1956年青年業余文学創作

獲獎作品

西安地区1956年青年業余

文学創作評选工作委員会
西安 :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91 no. 4 人民歌聲 人民歌聲社 北京 : 北京人民廣播電台第二三台, 1951

Box 91 no. 5 戀之火 香港 :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1955

Box 91 no. 6 借東風 香港 : 香港南方影業公司, [196-?]

Box 91 no. 7 新編簡字特別課本 沈韶和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Box 91 no. 8 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 Ricci, Matteo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Box 91 no. 9 給新少年講講舊日子 馬爾夏克 任溶溶, 1923- 上海 : 時代出版社, 1951

Box 91 no. 10 林之洋游海外 李汝珍 何琼崖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91 no. 11-12 青年近衛軍 : 電影劇本上集 法捷耶夫 吳輝揚, 陶錫琪 上海 : 南方影業公司, 1950

Box 92 no. 1 愛國詩選 : 中國文化之三 易君左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5

Box 92 no. 2 談文學 愛倫堡 辛林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5

Box 92 no. 3 愛國詩人陸游 王進珊 上海 : 四聯出版社, 1954

Box 92 no. 4 新安旅行團 哈華 陳叔亮 上海 : 海燕書店, 1950

Box 92 no. 5 戲劇選集. 第三集 [中國] : 國防部總政治部, 1953

Box 92 no. 6 葉大嫂搖船渡江 苗培時 曹子戈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92 no. 7 煙 柯諾普尼茨卡 施友松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Box 92 no. 8 泉聲. 第一輯 游雲山 香港 : 原泉出版社, 1955

Box 92 no. 9 巴金談家春秋 巴金 香港 : 香港萬里書店出版, 1958

Box 92 no. 10 「老飛機」加油 華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1

Box 92 no. 11 參軍 周立波 張汝濟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Box 92 no. 12 漢字簡化詳表 香港 : 香港世界出版社印行, 1956

Box 92 no. 13 朶朶紅花向陽開 : 紅小兵的故事 欣向榮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92 no. 14 中國文字改革的第一步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2 no. 15 得奬集体舞选集 : 1956年全國青年集体舞創作比賽 北京群众藝術館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93 no. 1-2 我們的榜样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93 no. 3 开渠 : 澤州秧歌 趙树理 北京 : 中國戏劇出版社,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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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93 no. 4 第二个春天 刘川 贺宝贤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Box 93 no. 5 我感謝黨 張積慧 郭庭榮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Box 93 no. 6 来参观的人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93 no. 7 音韵記号 刘世恩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Box 93 no. 8 宋元書畫史綱要 : 全一冊 麥語詩 吳卓奎 香港 : 語詩畫室, 1957

Box 93 no. 9 聶耳歌曲集 音乐出版社. 編輯部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57

Box 93 no. 10 紅灯記 : 革命现代京剧(水粉画)
《解放日报》美术通讯员,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
上海 :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 1970

Box 93 no. 11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 美术作品选 人民美术出版社編辑室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93 no. 12 李闯王在河南 王兴亚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93 no. 13 革命歌曲. 第三集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77

Box 94 no. 1 善舉 張天翼 [中國 : s.n., 民國24 [1935]]

Box 94 no. 2 少年兒童歌曲選 (第1集)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1974

Box 94 no. 3 革命歌曲选. 第2集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Box 94 no. 4 骗人的时钟 益勉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94 no. 5 少年兒童歌曲選 (第5集)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1974

Box 94 no. 6 陰影 常吟秋 [中國 : s.n., 195-?]

Box 94 no. 7 紅桑 黃炎培 香港 : 新中國畫報社, 1950

Box 94 no. 8 歌剧《爱格蒙特》序曲 : 管弦乐总譜 Beethoven, Ludwig van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62

Box 94 no. 9 人民公社一枝花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58

Box 94 no. 10 汉语发展过程和汉语规范化 黎錦熙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94 no. 11 漁船花燭 : 閩劇 李秋梧 香港 : 藝美圖書公司, 1957

Box 94 no. 12 革命歌曲. 一九七七年第二集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77

Box 94 no. 13 大庆战歌 赵家耀 上海电影制片厂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94 no. 14 驚碎皇帝夢 陳妙英 九龍 : 興仁中學出版部, 1955

Box 94 no. 15 名優之死 : 三幕話剧 田汉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2

Box 94 no. 16 嘯秋木刻集 朱嘯秋 穆穆 台北 : 文壇社, 1925

Box 94 no. 17 罗荣桓的故事 白刃 北京 : 中國少青兒童出版社, 1980

Box 94 no. 18 當前的三條路 王道 香港 : 人生出版社, 1950

Box 94 no. 19 湖南地方戲曲叢刊. 第八集 湖南省文化局 長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5 no. 1, 12 閩腔快字 力捷三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6

Box 95 no. 2 新編簡字特別課本 沈韶和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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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95 no. 3 歌唱社会主义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 華東分

院. 理論作曲系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95 no. 4 看图拼音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Box 95 no. 5 深夜 凱塔・福代巴 賈芝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4

Box 95 no. 6 梁山伯與祝英台 : 越劇 華東戲曲研究院創作室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54

Box 95 no. 7 晚清的白话文運動 譚彼岸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5 no. 8 普通話难字正音表
湖北省敎育廳普通話推廣

處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5 no. 9 摄影小经验 科学画报編輯部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8

Box 95 no. 10 丹娘・索罗玛哈 柳・阿尔古廷斯卡婭 周彤, 朱务善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9

Box 95 no. 11 胜利屬于阿尔及利亚 艾布・卡西姆・薩阿达拉 楊有漪, 陆孝修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3

Box 95 no. 13 中國文字的簡化問題 杜學知 [中國 : s.n.], 1954

Box 95 no. 14, 20 雷锋 : 电影文学剧本 丁洪 陸柱國, 崔家駿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5

Box 95 no. 15 女組長 : 新評劇 楊長發 竇玉策, 周寶才 北京 : 北京自强書局, 1954

Box 95 no. 16 語文雜談 : 歐化問題十講 誰健 香港 : 香港上海書局, 1953

Box 95 no. 17 土地改革歌集 李廣才 廣州 : 中華槳學社, 1951

Box 95 no. 18-19 馬爾與唯物論的語言學之發展 謝徒琴柯 秦佚 北京 : 大眾書店, 1950

Box 96 no. 1 帶着攝影機上火綫 中國影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影出版社, 1965

Box 96 no. 2 把侵略者趕出去 米羅諾夫 邸陵, 陳登頤 上海 : 啟明書局, 1951

Box 96 no. 3 祝福 魯迅 香港 : 香港南方影業公司, [196-?]

Box 96 no. 4 戈雅 李春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3

Box 96 no. 5 四進士 香港 : 香港南方影業公司, [196-?]

Box 96 no. 6 打瓜招親 : 滇劇 梅雪艷 香港 : 香港日新書店, 1956

Box 96 no. 7 我是一個窩釘工人 樹叔 紅歌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96 no. 8-9 山雞落套 呂正 陳山, 陳梁 河內 : 普通出版社, 1969

Box 96 no. 10 新兒童劇 樓克恭 杭州 : 中國兒童書店, 1950

Box 96 no. 11 論藝術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田森 陳國雄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Box 96 no. 12 俄語日常會話 刘光傑 刘媛娜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5

Box 96 no. 13 谈人物描写 吳調公

Box 96 no. 14
抗美援朝歌集 － 創作歌曲第三集：鎮壓反革命歌

曲

中央音樂學院(中国). 上海

分院. 抗美援朝工委員會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96 no. 15 美術畫片(2) 徐悲鴻 [中國]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4

Box 96 no. 16 东風漫画 1963-1964 徐林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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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96 no. 17 新聞故事 徐庚 香港 : 學生書店, 1952

Box 96 no. 18 還鄉小札 康年 香港 : 新地出版社, 1958

Box 96 no. 19 第二屆全国攝影艺朮展覽伝作品选之二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96 no. 20 民間文藝選輯. 第一集 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96 no. 21 兒童歌謠 柳一青 陳鶴琴 上海 : 華華書店, 1948

Box 96 no. 22 怎樣用標點符號 葉至善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96 no. 23 星湖 曽昭璇 谭德隆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97 no. 1 閻立本和他的作品 徐邦达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6

Box 97 no. 2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Rilke, Rainer Maria 里尔克 馮至 長沙 : 商務印書館, 1938

Box 97 no. 3 鎭壓反革命歌集 李廣才 廣州 : 中美樂学社, 1951

Box 97 no. 4 补鍋 : 戏曲 唐周 徐叔华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5

Box 97 no. 5 楊乃武與小白菜 : 全部對白唱詞畫刋 王峯 關士杰, 顧榮甫 北京 : 復興橡皮印刷公司印刷, [196-?]

Box 97 no. 6 铅筆風景畫. 上冊 董天野 上海 : 上海徐進畫室, 1950

Box 97 no. 7 铅筆風景畫. 下冊 董天野 上海 : 上海徐進畫室, 1950

Box 97 no. 8 綏遠民歌合唱集 : 簡譜本 陸華柏 廣州 : 前進書局, 1950

Box 97 no. 9 支援越南抗美斗争文艺节目消息树 : 儿童話剧
中国儿童艺朮剧院小型演

出队集体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5

Box 97 no. 10 吟邊燕語 Shakespeare, William 林紓, 魏易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1

Box 97 no. 11 柜台 : 独幕話剧 高思国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

Box 97 no. 12 風賦及其他 宋玉 蕭平 北京 : 中華書局, 1959

Box 97 no. 13 伏虎 : 独幕滑稽戏 上海市金星金筆厂文艺組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3

Box 97 no. 14 雷鋒頌 : 叙事歌 安波 沈阳 :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4

Box 97 no. 15 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剧目改編本双教子 : 粤剧
湖北省戏曲学校編导組, 湖

北孝感县創作組
廣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97 no. 16 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剧目改編本游乡 : 粤剧
赵淑忍, 张路, 河南周口专区

項城县剧目組
廣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97 no. 19 東南西北 香港 : 長風出版社, 1956

Box 97 no. 20 塘沽新港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5

Box 97 no. 21 春天的歌聲 (兒童歌聲集) 邸剛強 漢口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97 no. 22 希臘速寫 保羅・賀加斯 唐然 上海 : 上海出版社, 1954

Box 97 no. 23 寶蓋山 : (少數民族民間故事) 蕭甘牛 韋宣勞, 王恤珠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97 no. 24 木刻的技法 傅抱石 上海 : 商務印書局, 1951

Box 97 no. 25 中國字快寫法 黃若舟 上海 : 東方書店,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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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98 no. 1-2 異體字整理表 武漢 : 羣益堂, 1956

Box 98 no. 3 王震南征記 馬寒冰 [中國] : 中國出版社, 1947

Box 98 no. 4 今譯新編孫子兵法 郭化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98 no. 5 拼音代字訣 田廷俊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Box 98 no. 6 英漢漢英翻譯500難句詳解 周宗達 高雄 : 百成書店, 1956

Box 98 no. 7 天蘭鐵路 : 中國工人畫集 中國工人畫刊社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3

Box 98 no. 8 新中國的木刻 陳因橋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1

Box 98 no. 9 滔滔鋼水日夜流 : 躍進新民歌 (二十四)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58

Box 98 no. 10 反對文學中的思想歪曲 齊思聞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3

Box 98 no. 11 伊江歌選. 第十一期 伊江歌選委員會 仰光 : 伊光合唱團出版社, 1952

Box 98 no. 12 草笠舞 廣東民族歌舞 陳翹, 李超然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4

Box 98 no. 13 祖國，我歌唱你！ 沙金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98 no. 14 周春貴南下 胡蘇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98 no. 15 拖拉機農莊 蘇聯尼柯拉伊娃 李金波 上海 : 商務印書局, 1951

Box 98 no. 16 現代法國文學 Peyre, Henry 李省吾 香港 : 華國出版社, [196-?]

Box 98 no. 17 我參加革命的經過 文化學習社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98 no. 18 五月之夜
Gogol', Nikolaĭ Vasil'evich 

果戈理
滿濤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Box 98 no. 19 七個銅板 莫里茲 凌山, 何家槐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

Box 98 no. 20 走進詩歌的門 孫仲宏 香港 : 友聯出版社, 1958

Box 99 no. 1 在新開的路上 林維仁 上海 : 上海南極出版社, 1948

Box 99 no. 2-3 談平劇 齊如山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99 no. 4 揹水姑娘 王余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99 no. 5 翻譯問題 國際文化合作學院 陳西禾 上海 : 上海珠林書店, 1939

Box 99 no. 6 世界偉大文化名人 : 一九五五年紀念 新知識出版社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5

Box 99 no. 7 油畫入門 俞寄凡 上海 : 商務印書局出版, 1951

Box 99 no. 8 皖南突圍記 殷揚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0

Box 99 no. 9 節烈千秋 : 新京劇 吳素秋, 1922-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99 no. 10
簡化漢字解說 : 附錄：簡化漢字詳表 簡化漢字筆劃

查字表
陳光堯 香港 : 長風出版社, 1956

Box 99 no. 11 宮蛙 馬良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99 no. 12 養成力量和耐久力的途徑 : 怎樣進行身體訓練 恩・奧卓林 閻海 北京 :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54

Box 99 no. 15 秋翁遇仙記 香港 : 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印行,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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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99 no. 16 鴉片戰爭虎門人民抗英鬥爭
鴉片戰爭虎門人民抗英紀

念館
廣州 : 廣東人民版社, 1972

Box 99 no. 17 現代女作家選集 [中國] : 綠楊書屋, [196-?]

Box 100 no. 1 作家的責任 約・里瓦伊 徐繼曾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2

Box 100 no. 2 麥收之前 : 新評劇 譚億 邢成思 北京 : 自強書局, 1954

Box 100 no. 3 明清故事選. 第七輯 郭允海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Box 100 no. 4 明清故事選. 第五輯 施瑛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Box 100 no. 5 明清故事選. 第四輯 江水碧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00 no. 6 蔣主席家書與日記 伍仁甫 [中國] : 大道文化事業公司, 1944

Box 100 no. 7-8 洛陽唐三彩 洛陽博物館 北京 : 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6

Box 100 no. 9 游泳的經驗 俞斌 葨懷琪, 楊美瓊 香港 : 生活畫報社, 1953

Box 100 no. 10 解放區歌選 海天 [中國] : 音藝出版社, [196-?]

Box 100 no. 11 底片的曝光和沖洗 E.A.約菲斯 吳定洪 上海 : 中國攝影出版社, 1954

Box 100 no. 12 铅筆畫法 潘羅因 蔣行僧 上海 : 中華書局, 1947

Box 100 no. 13 蘇聯兒童的歷史文學讀物 瑞托米洛娃 茲洛寳, 惠如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3

Box 100 no. 14 上海博物館藏畫說明書 上海 : [s.n., 196-?]

Box 100 no. 15 提燈的人 中國學生週報社 香港 : 中國學生週報社, 1954

Box 100 no. 16 考証古文觀止 曹國鋒 [中國 : s.n., 196-?]

Box 100 no. 17 體育運動對身體健康的作用 人民體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55

Box 100 no. 18 中國革命民歌選 (簡譜版) 中央音樂學院(中國). 研究部 上海 : 萬葉書店, 1953

Box 100 no. 19 常用漢字拼音表 香港 : 中華書局, 1976

Box 100 no. 20 漢語拼音應用手冊 香港萬里書店 香港 : 香港萬里書店, 1958

Box 100 no. 21 戲秦檜 : 福建高甲戲 李秋梧 香港 : 藝美圖書公司, 1956

Box 100 no. 22 西施 姚克 [中國 : s.n., 196-?]

Box 101 no. 1 凡妮的手冊 : 散文集 張秀亞 高雄 : 大業書店, 1955

Box 101 no. 2 論新現實主義藝術創作 溫肇桐 上海 : 大東書局, 1951

Box 101 no. 3 紅小兵歌曲選 《紅小兵報》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101 no. 4 创作新歌 : 《工农兵歌曲》三结合创作歌曲选 《工农兵歌曲》编辑小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01 no. 5 大家都来学习和推广普通话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01 no. 6 普通话练习手册 : 小学教师用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3

Box 101 no. 7 中国人名地名汉语拼音拼写法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5

Box 101 no. 8 俄罗斯文学与1905-1907年的革命 阿・伏尔柯夫 碩甫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101 no. 9 敗坏了赫德萊堡的人 Twain, Mark 常健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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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01 no. 10 城堡 德國F. 克夫卡 熊熒熹 香港 : 火炬編譯社, 1956

Box 101 no. 11 好媳妇 : 京剧 蔣振亚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

Box 101 no. 12 哨兵 : 小说、散文集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

一二部队政治部
浙江 : 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1 no. 13 星星. 第七、八期 星星編委会 四川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1 no. 14 评法批儒文选 : 两种不同的文字观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6

Box 101 no. 15 春光里 李仁晓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01 no. 16 汉字字体变迁簡史 黃約齋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6

Box 101 no. 17 春苗 : 电影文学剧本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Box 102 no. 1
队列歌曲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屆文艺会演获奖歌

曲第一集

中国. 中國人民解放軍. 总

政治部文化部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64

Box 102 no. 2 怎样玩扑克 圭丘 彬武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02 no. 3 评法批儒文选 : 两种不同的文字观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6

Box 102 no. 4 音樂論叢. 第五輯 音乐論丛編輯部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64

Box 102 no. 5 音乐美学问題
克列姆辽夫 Kremlev, I︠U︡. A. 

(I︠U ︡lii Anatolevich)
吳鈞夑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61

Box 102 no. 6 园丁之歌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Box 102 no. 7 大地翻转换新天 : 运动員、体育工作者話今昔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5

Box 102 no. 8 汉語 Omanhnh, H.M. 彭楚南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102 no. 9 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02 no. 10 把关 : 独幕話剧 吳建邦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02 no. 11 汉魏六朝民歌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02 no. 12 积肥小景 : 广东小調 廖华 邱少麟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02 no. 13 潘爱社和"半精蠢" : 相声 士曼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02 no. 14 送貨下乡 : 第五屆"上海之春"音乐会作品选 何全成 方家連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4

Box 102 no. 15 第一口油井 大庆油田工人创作组
上海市前进农场创作组, 大

庆油田工人美术创学习班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72

Box 102 no. 16 怎样练习歌唱 湯雪耕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57

Box 102 no. 17 铁姑娘之歌 长虹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2 no. 18 中国学生学习法語語音的典型錯誤及其糾正方法 唐志强 周世勛 北京 : 时代出版社, 1957

Box 102 no. 19 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
复旦大学(上海, 中国). 语言

研究室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02 no. 20 江苏新字母 朱文熊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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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02 no. 21 水彩画技法经验 張眉孙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4

Box 102 no. 22 农村文化室 (第2集)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03 no. 1 暴風 素友 罗尔庄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7

Box 103 no. 2 楊门女將 : 中国京剧院四团演出本 范钧宏 呂瑞明 北京 : 北京宝文堂書店, 1960

Box 103 no. 3 母女俩 : 独幕話剧 郭殿昌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

Box 103 no. 4 忆张思德同志 陈耀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6

Box 103 no. 5 烟斗 納吉宾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03 no. 6 霓虹灯下的哨兵 : 《南京路进行曲》之一 沈西蒙 北京 : 解放軍文艺社, 1963

Box 103 no. 7 楊柳春風 : 独幕話剧 木生齐特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

Box 103 no. 8 好榜样 : 独幕話剧 栾云桂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

Box 103 no. 9 国际友誼号 陆俊超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03 no. 10 嘎达梅林交响诗 辛沪光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62

Box 103 no. 11 独唱歌曲选. 第一集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Box 103 no. 12 容易写错的字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写组 北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3 no. 13 汉语拼音简易读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03 no. 14 小麦与玫瑰 克・阿・阿巴斯 孙敬釗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03 no. 15 古代戏曲选注 胡忌 北京 : 中華書店, 1962

Box 103 no. 16
川剧. 第二十八輯, 打鑾駕、赶子、岳母刺字、借趙

云

重慶巿文化局戲曲工作委

員会
重慶 : 重慶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03 no. 17 中國简写字 : 又名减筆字 何魯鉄 [中國 : s.n., 196-?]

Box 103 no. 18 論"保衛延安" 馮雪峯 論保衛延安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103 no. 19 新广播体操手册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2

Box 103 no. 20 少年兒童歌曲選 (第3集)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1974

Box 103 no. 21 复苏的春蕾 北京 : 群众出版社, 1980

Box 104 no. 1 晉祠 晉祠文物保管所 北京 : 文物, 1978

Box 104 no. 2 孔雀山下 王继刚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04 no. 3 少數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北京 : 测绘出版社, 1977

Box 104 no. 4 一个人的受难 魯迅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7

Box 104 no. 5 广东革命歌曲选. 第一集 广东省文艺创作室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4 no. 6 呂飛卡的故事 劉夢麟 香港 : 華僑學生出版社, 1957

Box 104 no. 7 建設共產主義的人們 波列伏依 凌芝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2

Box 104 no. 8 明人小說選 瞿佑 香港 : 廣智書局, [196-?]

Box 104 no. 9 上北京 王永喜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沈陽市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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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04 no. 10 模範姑娘 查琳 香港 : 華僑學生出版社, 1957

Box 104 no. 11 小山鷹 何芷 廣東 : 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04 no. 12 中國戲曲藝術 雪橋 香港 : 香港新地出版社, 1957

Box 104 no. 13 胭脂 : 圖畫本中篇說部 史果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7

Box 104 no. 14 小小的痕迹 王向立 上海 : 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04 no. 15 貂嬋 : 新評劇 任庸菴 胡瑚 北京 : 自強書局出版, 1953

Box 104 no. 16 加里寧論文藝 波哥洛夫 辛清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3

Box 104 no. 17 百喻經故事 (寓言) 倪海曙 葉曲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Box 104 no. 18 評劇叢刊. 第三集 曹克英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4

Box 104 no. 19 口琴新曲集 黃涵秋 裘夢痕 北京 : 開明書店, 1950

Box 104 no. 20 白居易 陳友琴 上海 : 中華書局, 1961

Box 105 no. 1 春满五指山 符震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05 no. 2 彩色照相加工配方集 笹井明
彩色照相加工配方集翻译小

组
北京 : 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 1974

Box 105 no. 3 文字改革和漢字簡化是怎么回事？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05 no. 4 让印度尼西亚民族电影当家作主 烏达米・苏里亚达馬夫人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5

Box 105 no. 5 不朽的戰士 : 木刻連環图画 林軍刻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印行, 1950

Box 105 no. 6 历代艺朮館 故宮博物院(中國)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59

Box 105 no. 7 独唱重唱歌曲选 : 国庆文艺汇演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75

Box 105 no. 8 云南民歌 : 第二集 李青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Box 105 no. 9 少年兒童歌曲選 (第4集)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1974

Box 105 no. 10 革命歌曲. 第二集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75

Box 105 no. 11 普通话朗读材料 普通话语音研究班 上海 : 上海敎育出版社, 1958

Box 105 no. 12 世界美朮家簡介. 7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2

Box 105 no. 13 浙江民间歌謠散輯 朱秋楓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05 no. 14 狠透铁 : 短篇小说 柳青 陕西 :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105 no. 15 育婴堂里的斗争 沈伯新 汪福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05 no. 16 买牛記 康濯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05 no. 17 社员都是向阳花 李留奎 張士燮, 王玉西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4

Box 105 no. 18 少年歌声
中国音乐家协会. 上海分会

中国福利会少年宮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6

Box 105 no. 19 标准音常用字表 王前 湖南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05 no. 20 古代的簡化汉字 孙伯繩 俞运之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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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05 no. 21 故乡十記 陶鈍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106 no. 1 积极推广普通话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6

Box 106 no. 2 工农兵是文字改革的主力军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5

Box 106 no. 3 工农兵谈文字改革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4

Box 106 no. 4 汉字简化是当前文字改革的重要步骤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6

Box 106 no. 5 常用舞蹈动作选 孙光言 徐大之, 陳冲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0

Box 106 no. 6 汉語拼音方案問答 叶籟士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Box 106 no. 7 中国人名地名汉语拼音拼写法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5

Box 106 no. 8 孟良和焦贊 :  楊家將 里的一个故事 金亭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06 no. 9 简化汉字的好处 張周 廣东 : 廣东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06 no. 10 第六屆 上海之春 少年儿童歌曲选 第六屆 上海之春 办公室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

Box 106 no. 11 游戏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6

Box 106 no. 12 学习王杰杂文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06 no. 13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解答 上海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06 no. 14 声律启蒙 : 笠翁对韵附 [中國] : 成都古籍书店, 1982

Box 106 no. 15 万岁，毛主席！ : 儿歌表演 上海市南市区肇周路小学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6 no. 16 石大虎 大庆油田工人写作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06 no. 17 神龟 范烟桥 陈潔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06 no. 18 送魚 陈向阳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6 no. 19 革命歌曲选. 第1集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Box 106 no. 20 革命现代京剧学唱常识介绍 肖从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06 no. 21 延安山花 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6 no. 22
筑路人之歌 : (工地诗选)  一一0一修建指挥部政治

部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6 no. 23 影评忆旧 魯思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2

Box 106 no. 24 少年儿童游戏选集. 2 施季剛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4

Box 106 no. 25 城市在前進 : 報告・特寫集 華嘉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7 no. 1 第一批导体字整理表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会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Box 107 no. 2 提高繪图效率的泉源 ：透明胶片絵图法 翁思礼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8

Box 107 no. 3
卖花姑娘 : 根据不朽名作《卖花姑娘》改编革命歌

剧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Box 107 no. 4 小学汉语拼音教学问答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3

Box 107 no. 5 永远突出政治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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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07 no. 6 四部古典小说评论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Box 107 no. 7 《洪湖赤卫隊》歌剧选曲 張敬安 湖北省实驗歌剧团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66

Box 107 no. 8 板车号子 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

Box 107 no. 9 东进序曲 顾宝璋 所云平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

Box 107 no. 10 广东革命歌曲选. 第二集 广东省文艺创作室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07 no. 11 爱美丽雅・迦洛蒂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107 no. 12 "独立"大队 陆柱国 王炎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4

Box 107 no. 13 怎样识五线谱 《怎樣识五线谱》编写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7 no. 14 国际象棋入门 罗义平 成都 : 《成都棋苑》编辑委员会, 1982

Box 107 no. 15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第3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07 no. 16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第4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07 no. 17 英語学習
 英语学习编辑委员会北京海

淀北京外国语学院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8

Box 107 no. 18 汉语拼音广播讲座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广处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5

Box 107 no. 19 波涛集 李冰 上海 :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1964

Box 108 no. 1 革命歌曲选. 第3集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Box 108 no. 2 四声究竟是什么东西 陈家康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Box 108 no. 3 汉字改革的理論和实踐 张世禄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

Box 108 no. 4 怎样实行文字改革 王康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08 no. 5 汉语规范化的基本工具 : 从注音字母到拼音字母 黎錦熙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08 no. 6 图片剪裁 魏南昌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6

Box 108 no. 7 生活的第一课 李云德 沈陽 : 遼寧人民山版社, 1956

Box 108 no. 8 在祖国需要我的地方 馮影 万林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108 no. 9 无穷的智慧 蕭有立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108 no. 10 宝塔山上育新苗 : 歌舞
陕西省工农兵艺朮馆艺朮

组陕西省銅川市歌舞剧团
李天增, 宁尔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08 no. 11 苏联妈妈 张琼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8

Box 108 no. 12 怎樣练习哑铃 赵竹光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5

Box 108 no. 13 小足球队员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8 no. 14 口琴独奏曲集 石人望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59

Box 108 no. 15 兄妹开荒 : 秧歌剧 王大化 安波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78

Box 108 no. 16 格拉烏尔院士在华学朮演講集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 岑麒祥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56

Box 108 no. 17 我怎樣想各怎樣畫漫畫 华君武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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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08 no. 18 民间文学集刋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Box 108 no. 19 沉默的村庄 威利・布萊德尔 張威廉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08 no. 20 卡里来和笛木乃 伊本・穆加发 林兴华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Box 108 no. 21 白奴的故事 克里昂加 沈怀潔, 洪有紓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08 no. 22 伊則吉尔老婆子 Gorky, Maksim 巴金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08 no. 23 蔷薇园 : 选譯 薩廸 水建馥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08 no. 24 漢字簡化方案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务院公布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Box 108 no. 25 学习解放軍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4

Box 108 no. 26 影片 刘三姐 歌曲集 乔羽 雷振邦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3

Box 109 no. 1 练功十八法
上海市黃浦区东昌路街道

医院革命委员会

上海师范大学体育系运动人

体学研组, 上海市黃浦区体

育运动委员会群体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09 no. 2 复员军人杜美宗 : 广东省農業劳動模范故事 秦牧 广东 : 广东人民山版社, 1956

Box 109 no. 3 老检查员 乔立英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09 no. 4 民歌合唱集. 第一集 北京群众艺朮館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7

Box 109 no. 5 红管家 : 京剧 林曾信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

Box 109 no. 6 标准音声调练习 江成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09 no. 7 方言調查詞彙手册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 [中國] : 科学出版社, 1955

Box 109 no. 8 愉快的劳动 辛沪光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65

Box 109 no. 9 童话創作及其它 金近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7

Box 109 no. 10 语言是社会现象 加尔金娜─菲多魯克
哈尔濱外國語專科学校編譯

室
北京 : 时代出版社, 1956

Box 109 no. 11 曹操詩文選讀
北京內燃机总厂工人理论组

北京大学中文系闻众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Box 109 no. 12 关不住的小老虎 : 独幕話剧 《剧本》編輯部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5

Box 109 no. 13 鎚击集 大卫・狄奧普 張铁弦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4

Box 109 no. 14 小足球队 任德耀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4

Box 109 no. 15 让馬 : 京剧   哈尔濱市京剧团演出本 陈昊 馬太中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6

Box 109 no. 16 山村战鼓 : 唱词专辑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Box 109 no. 17 水手长的故事 高型 强明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4

Box 109 no. 18 在学雷锋班里 : 故事集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09 no. 19 向阳红花 《红小兵报》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09 no. 20 黑色的鷹觉醒了 乔治・翁納尔・威廉斯 陈敬容, 張奇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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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09 no. 21 北加里曼丹万岁 瑪尔海恩 王家楨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4

Box 109 no. 22 多义词, 同义词, 反义词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组 北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09 no. 23 普通話語音基本知识 徐世荣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

Box 109 no. 24 苦淮与光明
穆罕默德・阿齐茲・拉巴

比
金志平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4

Box 109 no. 25 第一与第二 : 独幕話剧 周一鳴 吳彬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

Box 109 no. 26 苏联民族語文問題 姆・恩・嘉治耶夫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1956

Box 109 no. 27 瓷塑 潘紹棠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7

Box 109 no. 28 田徑賽規則 : 1965 中国体育运动委員会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5

Box 110 no. 1 罗盛教 肖琦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10 no. 2 两个队长 : 粤語話剧 吳克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10 no. 3 聶耳歌曲集 音乐出版社. 編輯部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57

Box 110 no. 4 母子会 : 独幕話剧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軍. 前鋒

文工团話剧队集体, 赵家驥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4

Box 110 no. 5 普通话浅说 倉凱納 敦冰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10 no. 6 汉字字体变迁簡史 黃約齋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6

Box 110 no. 7 汉语规范化的基本工具 黎錦熙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10 no. 8 老兵新传 孙青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

Box 110 no. 9 怎样保护嗓子 舒模 蕭晴 北京 : 通俗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110 no. 10 普通話练习 : 第一种 郎文彥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6

Box 110 no. 11 平凡的工作光荣的崗位 工人出版社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110 no. 12 言菊朋的舞台藝術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Box 110 no. 13 表明态度 赵树理 北京 : 通俗文艺出版社, 1957

Box 110 no. 14 英语读音规则与拼法 W.弗黎特立希 R.A.馬丁 北京 : 商务印书館, 1963

Box 110 no. 15 送貨下乡 : 第五屆"上海之春"音乐会作品选 何全成 方家連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4

Box 110 no. 16 电影歌曲选. 1965第1輯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5

Box 110 no. 17 电影歌曲选. 1965第5輯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5

Box 110 no. 18 鄭和下西洋的故事 任强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10 no. 19 民間創作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Box 110 no. 20-21 我们都是小闯將 : 批林批孔儿砍专辑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

Box 110 no. 22 趙氏孤兒 王雁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Box 110 no. 23 新歌 新会县文化舘 [中國] : 新会县文化舘印, [195-?]

Box 110 no. 24 歌剧《江姐》选曲 阎肃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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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10 no. 25 读报组老大人们 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

Box 110 no. 26 朱德同志纪念展览文字说明 [中國] : 中国革命博物馆, 1979

Box 110 no. 27 诚婶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10 no. 28 收租院泥塑群象 : 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館
中国美朮家协会人民美朮出

版社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6

Box 110 no. 29 軍命歌曲十首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1

Box 111 no. 1 袁熾良文化翻身記
廣東省總工會籌委會文教部

通訊組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11 no. 2 文化的研究 : 世界著名人類學家對文化的看法 冷定菴 香港 : 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1

Box 111 no. 3 德语常用词汇 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教研究 北京 : 商务印书館, 1965

Box 111 no. 4 地雷陣 邵子南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11 no. 5 摆渡 : 小演唱 钟思賢 陈于升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11 no. 6 汉语拼音广播讲座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广处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65

Box 111 no. 7 白蛇傳 : 京劇 田漢 香港 : 藝美圖書公司, 1957

Box 111 no. 8 拼音字母问答 張周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11 no. 9 紅軍的布告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長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11 no. 10 怎样画素描和速写 中央群众艺朮館 左輝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7

Box 111 no. 11 雪舟的生涯与艺朮 : 紀念日本画家雪舟逝世450週年 丰子恺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6

Box 111 no. 12 英語学習
 英语学习编辑委员会北京海

淀北京外国语学院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8

Box 111 no. 13 他們与我們 蔡漢生 [中國] : 美國新聞處, [196-?]

Box 111 no. 14 学校怎样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拼音 文字改革出版社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5

Box 111 no. 15 魯迅談文字改革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Box 111 no. 16 广东省庆祝建国十周年美朮展览
广东省文化局中国美朮家协

会广州分会
广州 : [s.n.], 1959

Box 111 no. 17 二郎捉太阳 賈芝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11 no. 18 关于文学藝術中的典型問題 廷超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111 no. 19 个性与典型性 塔馬尔欽科 方予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111 no. 20 朱小春的故事
考感地区革委会文教局应山

县革委会文教科写作组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11 no. 21 阳光与土壤 制兰园 黃水鉴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5

Box 111 no. 22 胜利在望 : 独幕話剧集 解放軍文艺丛书編輯部 北京 :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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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12 no. 1 長白山西側中部森林植物調查報告 錢家駒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6

Box 112 no. 2-3 我國是民族平等的大家庭 韓道仁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112 no. 4 達爾文主義理論淺說 陳其學 香港 : 香港學生書店出版, 1954

Box 112 no. 5 在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會上的講話 陳伯達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12 no. 6 山東霑化繇徒駭河東岸荒地植物羣落的初步調查 周光裕 葉子豐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7

Box 112 no. 7 世界的奇跡. 下冊 雪葩 香港 : 香港世界出版社, 1956

Box 112 no. 8 珠算新除法 林平驷 广西 : 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12 no. 9 黑龍江省濱洲鐵路沿錢碱性草原的地植物學概論
T.II. 高爾捷也夫, B.H. 熱爾

納科夫
祝廷成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7

Box 112 no. 10 愛科學 周谷年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12 no. 11 我國經濟建設的自然條件 鄧啟東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112 no. 12 昆虫动态与气象 馬世駿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57

Box 112 no. 13 自然科学專題讲演汇編 : 哲学講座 錢偉長 李杬, 周明鎭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112 no. 14 什麼是原始社會 徐崙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12 no. 15 美丽的西湖 任微音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12 no. 16 新中國的水利工程. 下冊 中國工人畫刋社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3

Box 112 no. 17 遗传学的两个学派 方宗熙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62

Box 112 no. 18-19 青年們向科学進軍 高士其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12 no. 20-21 中國古代数学的成就 嚴敦傑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12 no. 22 向科学進軍的先進人物
中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上

海市委員会宣傳部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12 no. 23 珍奇的动物 赵鉄峰 潘頌德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8

Box 113 no. 1 辯証唯物論与米邱林生物學問題 劉執之 上海 : 世界知識社, 1950

Box 113 no. 2 中國少數民族的新面貌 唐振宗 [中國] : 三聯, 1953

Box 113 no. 3 莫斯科國立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 : 導引手冊 奧斯特洛夫斯卡亞 克拉斯諾夫斯卡婭, 居瀛棣
北京 : 博物館科學工作研究所籌備處印, 

1957

Box 113 no. 4 什麼是力氣 秦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113 no. 5 大科學家祖沖之 李廸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13 no. 6 南極洲・南極・南極區域 加雷林 王子雲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13 no. 7 生活在南極和北極 新知識出版社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13 no. 8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13 no. 9 對美國方面巴甫洛夫批評家的答覆 邁伊奧洛夫 晨曦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1

Box 113 no. 10 柴达木盆地地質概要 关佐蜀 北京 : 地質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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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13 no. 11-12 中国自然資源的考察研究 施雅风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6

Box 113 no. 13 琺瑯制造实驗手冊 張澤垚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朮出版社, 1959

Box 113 no. 14 國營友誼農場的植物調查 張玉良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6

Box 113 no. 15 新細胞學說問題討論集. 第二集 N.C.列烏茨卡婭 仝允栩, 彭奕欣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6

Box 113 no. 16 新細胞學說問題討論集. 第一集 A.H.任金 彭奕欣, 蕭江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6

Box 113 no. 17 廣西龍津西南部及其鄰近地區的植物羣落 李世英 陳立卿, 王文采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6

Box 113 no. 18 廣西臨桂雁山附近的植物羣落 王獻溥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6

Box 113 no. 19 一九五二年世界曆書 : 世界年鑑一九五二年版附錄 [中國] : 世界年鑑社, [1952-?]

Box 113 no. 20 柴达木盆地 : 石油普查工作中的二十万分之一簡測 关佐蜀 北京 : 地質出版社, 1951

Box 113 no. 21 花生栽培技朮 山东省烟台地区花生研究所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72

Box 113 no. 22 怎样种大豆 《怎样种大豆》编写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13 no. 23 清朝天文仪器解说 陈遵妫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13 no. 24 力学中若干容易混淆的问题 陈立明 上海 : 上海敎育出版社, 1965

Box 114 no. 1 朝鮮的化学工业 平壤 : 外國文出版社, 1962

Box 114 no. 2-3 農業學大寨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114 no. 4 防治水害開發水利 光源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14 no. 5 社會主義企業中的生產組織 彼德洛夫 趙鐵廠 上海 : 中國工業月刊社出版, 1953

Box 114 no. 6 新中國的農業生產 劉崇武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3

Box 114 no. 7 輕工業和國家工業化 戎文佐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114 no. 8 社會主義工業企業的基本特點 朱朗瑪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14 no. 9
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草案) : (1956年1

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14 no. 10 农村也是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14 no. 11-12 新中國的交通運輸事業 韓托夫 丘克輝, 岡森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3

Box 114 no. 13 論節約制度與減低工業品成本 杜湼茨基 君達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0

Box 114 no. 14 関於農業勞動改變為工業勞動問題 庫洛巴特金 彭仲文 北京 : 大眾書店, 1950

Box 114 no. 15 兩年來的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 潘靜遠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5

Box 114 no. 16 巴浦洛夫的生平和學說 : 中央科學講座講現速記稿 吳襄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出版, 

1954

Box 115 no. 1 工業企業的「技術工業財務計劃」 切普洛夫 金志軍 瀋陽 :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1950

Box 115 no. 2 為什麼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要採取和平改造的方針 楊永直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15 no. 3 新中國的鐵道建設 齊語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3

Box 115 no. 4 大陸災荒紀实 林式玉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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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15 no. 5 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工程 穆司基斯拉夫斯基 普斯托瓦洛夫, 石寶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15 no. 6 蘇聯集体農場法的基本原則 加山轍夫 李少甫 [中國] : 中華書局印行, [196-?]

Box 115 no. 7 蘇聯集體農莊的事務管理 巴甫洛夫 張文蘊 上海 : 中華書局出版, 1953

Box 115 no. 8 成渝鐵路 王芝芬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4

Box 115 no. 9 中國的糧食生產 吳華寶 上海 : 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 1951

Box 115 no. 10 中國的地下宝藏 方江 香港 : 香港學生書店, 1957

Box 115 no. 11 蘇聯科學家論核戰 伊・夫・庫查托夫 香港 : 自聯出版社, 1965

Box 115 no. 12 中國的金 朱夏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3

Box 115 no. 13 茶人手冊 中國. 財政部. 貿易委員會 [中國 : 財政部貿易委員會, 195-?]

Box 115 no. 14-15 我國的有色金屬工業 祝賀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15 no. 16 黨在企業中的監督工作 郭吉納娃 鄒寧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3

Box 115 no. 17 評審工作手冊 廣州市重估財產評審委員會 廣州 : 經濟導報廣州分社, 1952

Box 115 no. 18 祖國的漁業 曲辰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115 no. 19 手工業問答 蒙光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16 no. 1 談談我國工業的地區分佈 許紹李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16 no. 2 东北中部果樹資源的調查 顧模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56

Box 116 no. 3 龍泉青瓷釉色的研究 叶宏明 北京 : 輕工业出版社, 1960

Box 116 no. 4 計划経济与价值規津 薛暮桥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116 no. 5 新中国的轻工业 何如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16 no. 6-7
資本主义工商業改造工作的新階段 : 中華全國工商

業聯合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的文件彙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16 no. 8-9 农村知识青年科学实验经验选编 北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16 no. 10 计划生育知识问答 韩向阳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2

Box 116 no. 11 水稻场地育秧技朮问答
《水稻场地育秧技朮问答》

编写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16 no. 12 传染性肝炎 胡翔鹄 北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16 no. 13 群众医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16 no. 14 蘇聯婦女體育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媥輯發行, 1950

Box 116 no. 15 回鄉指南 香港 : 香港大公報, 1958

Box 116 no. 16 明密碼電報書 商務印書館 [中國] : 商務印書局, 1947

Box 116 no. 17 傾銷與滲透 陳德規 台北 : 海外出版社, 1958

Box 116 no. 18 國家過渡時期的商業 楊波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117 no. 1 湖蠶述 汪日楨 北京 : 中華書局,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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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17 no. 2 工業政策與職工政策 毛澤東 [中國] : 新華書店, 1949

Box 117 no. 3 現有工業对國家工業化的作用 湯黎之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117 no. 4 农业技术革命的先锋 通俗讀物出版社 [中國]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6-?]

Box 117 no. 5 家庭救护常識 馬达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7

Box 117 no. 6 三大发明 張靜芬 張珂 北京 : 中華書局, 1960

Box 117 no. 7 集体农业的优越性 : 我國的農業經濟體系 馮和法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17 no. 8 麻风病常識 叶干运 上海 : 上海衛生出版社, 1958

Box 117 no. 9 兩年來的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 潘靜遠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5

Box 117 no. 10 関於工商業的政策 陳伯達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9

Box 117 no. 11 東三省韓俄交界道里表 聶士成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6

Box 117 no. 12 陈涉世家注释 : 农民战爭资料选注
北京印刷三厂书版印刷车间

理论小组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5

Box 117 no. 13 黃河的治理和開發 李銳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17 no. 14 排球竞赛规则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7

Box 117 no. 15 运动生理卫生常識問答 高強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9

Box 117 no. 16 湘江科研育新苗
 中共湖南省委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3

Box 117 no. 17 怎樣提高工作能力 科西洛夫 陈普基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8

Box 117 no. 18 官廳水庫 王守榮 孫世愷 北京 : 華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17 no. 19 祖國的礦產 宋春青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17 no. 20 下丁家人创业之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17 no. 21 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道路 管大同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18 no. 1 做一个优秀的营业員 仲文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18 no. 2 陶瓷器的故事 章回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18 no. 3 国营友誼农場 汝雁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18 no. 4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若干手工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萌

芽
錢宏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18 no. 5 蘇聯集體農莊莊員的權利和義務 B.K.格里高列夫 康丁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3

Box 118 no. 6
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的報

告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18 no. 7
大有希望的事业 : 推荐株洲市厂社桂钩，集体安置

知识青年到社队农、林、茶场的经验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18 no. 8 全国科学大会文件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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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18 no. 9 鐵路運輸業 哈恰圖洛夫 賈伯龍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18 no. 10 手工业.手工业者.家庭工业.工艺合作社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18 no. 11 上海轻工业的技朮革命 上海巿輕工业局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18 no. 12 胡氏治家略农事編 胡煒 童一中 北京 : 中華書局, 1958

Box 118 no. 13 毛主席的火車來了 林里作 瀋陽 : 東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18 no. 14 蘇聯的貿易 索謝陀夫 王運成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1

Box 118 no. 15 祖國的陶瓷器 呂伯攸 上海 : 大中圖書局, 1953

Box 118 no. 16
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 : 蘇聯一個集體農莊成長的故

事
鹿野 北京 : 華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18 no. 17 勝利衝昏頭腦 :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斯太林 Stalin, Joseph 唯傎, 論集體農莊運動問題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18 no. 18 來自壯乡的報告 右江文 天阳章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76

Box 118 no. 19 揭開原始冰川的秘密 : 全國公路勞動模範的故事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5

Box 118 no. 20 青年與保健 費子彬 香港 : 中國學生周報社, 1962

Box 118 no. 21 濒湖脉学白话解
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基

础理论研室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3

Box 118 no. 22 武漢長江大橋 茅以昇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8

Box 118 no. 23 炊事衛生常識
北京市公共衛生局衛生教育

所
北京 : 北京大眾出版社, 1955

Box 118 no. 24 人民民主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 謝爾班 周美返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6

Box 119 no. 1 張明山和反圍盤 馮至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4

Box 119 no. 2 祖國工業的糧倉 : 新型巨大的阜新海州露天煤礦 洪雨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19 no. 3 近年來工業管理中之品質控制 候林柏 [中國 : s.n., 196-?]

Box 119 no. 4 蘇聯戰後的五年計劃中之鐵路運輸的改造途徑 李文 方墾 北京 : 大眾書店, 1950

Box 119 no. 5 市場理論問題評述   再論實現論問題 列寧 Lenin, Vladimir Il'ich 麥園, 方鋼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19 no. 6 交通運輸業與國家工業化 韓托夫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4

Box 119 no. 7 攀登科技新高峯 向新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119 no. 8 站在祖國經濟建設最前綫 成在協 北京 : 華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19 no. 9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十冊, 肉及肉製品, 動

物油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5

Box 119 no. 10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五冊, 毛皮, 製革原料

皮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119 no. 11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六冊, 植物油, 芳香油, 

薄荷腦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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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19 no. 12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七冊, 人髮及髮網, 動

物產原料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119 no. 13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二冊, 化學原料及產品, 

化學肥料, 天然橡膠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5

Box 119 no. 14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三冊, 紡織原料(一)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119 no. 15 輸出入商品檢驗暫行標準. 第四冊, 紡織原料(二) 中國. 對外貿易部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119 no. 16 關於「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的說明 千家駒 中國民主同盟天津市支部 天津 : 天津進步日報社, 1951

Box 119 no. 17 人體解剖學教學大綱
東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

會, 梁子鈞
瀋陽 : 東北教育出版社, 1952

Box 119 no. 18 一晝夜二十四小時 楊瑞槐 上海 : 上海衛生出版社, 1956

Box 119 no. 19 溫熱論新編 金壽山 上海 :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60

Box 119 no. 20 保健常識 王越清 河南 : 文教出版社, 1951

Box 119 no. 21 蘇聯母兒衛生福利 安娜・史密斯 張湘雲 上海 : 家出版社, 1951

Box 119 no. 22 我國第一座現代化的工廠 : 記哈爾濱亞蔴紡織廠 方酣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19 no. 23 怎样認識和保存祖國商業的优良特点 鄺日安 商業資料編輯委員会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19 no. 24 蘇聯工業化方法 列昂節夫 梁克 東北 : 東北新華書店, 1949

Box 119 no. 25 診宗三昧 清新登 上海 :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59

Box 119 no. 26 治驗回憶錄 趙守貞 北京 :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62

Box 119 no. 27 黨小組怎樣在企業部門做工作 H.瑪卡羅夫 沈鳳威 北京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20 no. 1 痧喉正義 張振鋆 上海 :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59

Box 120 no. 2 女科歌訣 邵登瀛 北京 :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60

Box 120 no. 3 傷寒百問歌 錢聞禮 北京 :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60

Box 120 no. 4 祖國的漁鹽 韓非木 上海 : 大中國圖書局, 1953

Box 120 no. 5 蘇聯專家在新中國 王火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0

Box 120 no. 6 人類食糧之前途 : 旱墾與旱稻 劉茂華 香港 : 墾牧, 1954

Box 120 no. 7 中國的古代化學 : 中國文化之六 蘇鴻俊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6

Box 120 no. 8 蘇聯科學家與愛國主義 瓦維洛夫 梅林 北京 : 中外出版社, 1951

Box 120 no. 9 國營商業企業怎樣總結和推擴先進經驗 徐磊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0 no. 10 中耳炎 錢春錡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2

Box 120 no. 11 醫學發明 李杲 北京 :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59

Box 120 no. 12 婦科挈要 韓玉輝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20 no. 13 談眼耳鼻 雷雅 香港 : 科學世界社出版, 1963

Box 120 no. 14 民間藥與驗方 王克輝 上海 : 上海千頃堂書局,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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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20 no. 15 利潤與平均利潤 汪旭莊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20 no. 16 經濟核算制是社會主義的經營管理方法 布爾米斯特洛夫 羅毅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120 no. 17 建设十三陵水庫的人们. 第一集
十三陵水庫修建总指揮部政

治部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58

Box 120 no. 18-19 計劃管理常識講話 徐昶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7

Box 120 no. 20 農業生產與國家工業化 : 社會主義工業化科學知識 張林池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出版, 

1954

Box 120 no. 21 個人衛生法 馬立羣 香港 : 時代書店, [196-?]

Box 120 no. 22 費拉托夫在醫學上的三大貢獻 梅雁心 北京 : 開明書店, 1952

Box 120 no. 23 集體農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結合 拉普捷夫 柯力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4

Box 121 no. 1 疫區搶救工作 怡然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1

Box 121 no. 2 指南車和指南針 端己 上海 : 大中國圖書局, 1953

Box 121 no. 3-4 台灣的農業 李嘉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21 no. 5 祖國工業的糧倉 : 新型巨大的阜新海州露天煤礦 洪雨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21 no. 6 蘇聯農業轉變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 阿勃羅森柯 聞郊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0

Box 121 no. 7 組織療法概說 段世源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2

Box 121 no. 8 一個現代化的地下工廠 程維君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21 no. 9 綿拳 藍素貞 北京 :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57

Box 121 no. 10 我國第一座新型巨大的軋鋼廠 遼寧人民出版社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21 no. 11 今年的災荒 馮和法 上海 : 生活書店, 1933

Box 121 no. 12
社會主義蘇聯的集體農莊 : 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基本

知識講話 / 關鋒編
關鋒 濟南 :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21 no. 13 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重要文件彙編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21 no. 14 南京長江大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21 no. 15 專業新農村的意義與雲南蠶業新村的設計 葛敬中 香港 : 中國經濟建設協會, 1940

Box 121 no. 16 體育運動是增進健康的手段 葉・阿・弗列羅夫斯基 陳文浩 北京 : 人民體育出版社, 1955

Box 121 no. 17-18 農業建設問題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Box 121 no. 19 農業建設問題 解放社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122 no. 1 經濟核算制是社會主義的經營管理方法 布爾米斯特洛夫 羅毅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122 no. 2 初级刀朮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8

Box 122 no. 3 群拦剑 費隐涛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9

Box 122 no. 4 双杠 楊健民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3

Box 122 no. 5 怎樣练习哑铃 赵竹光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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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22 no. 6 广播体操手册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64

Box 122 no. 7 油桐 : 農業小冊 徐明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1

Box 122 no. 8 蘇聯鄉村醫療組織 勒・哥・列卡烈夫 王玉麟 杭州 : 新醫書局, 1952

Box 122 no. 9 立志攀登科高峰 華山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2 no. 10 修建中的武漢長江大桥 北京 : 人民鉄道出版社, 1956

Box 122 no. 11 玉冂石油矿 魯少飞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7

Box 122 no. 12 商业的基本任务 陈新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122 no. 13 談談商品生产与价值規律 刘毅敏 鄭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2 no. 14 为什么要优先發展重工業 賈繩武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22 no. 15 遺傳性・变异性獲得性遺傳・生活力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6

Box 122 no. 16 法家路线与水利 水利电力部攻治部宣傳處 北京 :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75

Box 122 no. 17 总结的原理和方法 梅兮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22 no. 18 怎样防治口齿疾病
河北新医大学第二医院口腔

科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22 no. 19 苏联的国营农场 北京 : 時代出版社, 1953

Box 122 no. 20 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 章回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2

Box 122 no. 21 红十字会员卫生救护常识 中国红十字会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65

Box 122 no. 22 朝鲜的机械工业 平壤 : 外國文出版社, 1962

Box 123 no. 1 鈎虫病中医防治法 黃国清 北京 : 人民衞生出版社, 1959

Box 123 no. 2 痔疮与肛瘘的防治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23 no. 3 婴幼儿疾病的预防及护理 黃曾善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朮出版社, 1965

Box 123 no. 4 儿童保健常识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23 no. 5 怎样認識和保存祖國商業的优良特点 鄺日安 商業資料編輯委員会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3 no. 6 工業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6

Box 123 no. 7 东北工业陈列館参观記 解德強 沈阳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3 no. 8 工艺美朮工作經驗介紹 輕工業部工艺美朮局 北京 : 輕工業出版社, 1958

Box 123 no. 9

关于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 1956

年1月31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二屆全國

委員会第二次全体会議上

陈叔通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3 no. 10 簡易中医疗法 湖南中医葯研究所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1

Box 123 no. 11 形色外診簡摩 周学海 北京 : 人民衞生出版社, 1963

Box 123 no. 12 針灸入門 南京中医学院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9

Box 123 no. 13 癩痢头(头癬) 秦啓賢 上海 : 上海衞生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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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23 no. 14 第一汽车制造厂 安靖編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7

Box 123 no. 15 冬春季常見的疾病 北京市儿童医院 北京 : 人民衞生出版社, 1959

Box 123 no. 16 耳的卫生 孫宝琨 北京 : 科学技朮出版社, 1959

Box 123 no. 17-18

中國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 : 1956年2月2日，在中國

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二屆全國委員会第二次全体会

議上的报告

陈伯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3 no. 19

关于进一步發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組机器拖拉机站

，关于进一步發展集体农庄制席和改組机器拖拉机

站的法令

尼・謝・赫魯晓夫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23 no. 20 中医儿科科简编 广州中医学院儿科教研组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2

Box 123 no. 21 怎样預防麻疹
北京巿公共衛生局衛生教育

所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7

Box 123 no. 22 夏季常見的疾病 蔡景峰 戴慶麟 北京 :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60

Box 123 no. 23 華南工業品介紹 : 華南土特產展覽交流大會 經濟導報 廣州 : 經濟導報, 1951

Box 123 no. 24 新中國的工商政策 方潮聲 香港 : 南方論壇社, 1949

Box 123 no. 25 简易麻醉法 吳曾樾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24 no. 1 跟着祖国前进为社会主义頁献力量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4 no. 2 集体农庄建設 卡拉瓦也夫 黃潔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4 no. 3
手工业合作化后的主要任务 : 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

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重要文獻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8

Box 124 no. 4, 14 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 田汝康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24 no. 5 蔬菜病虫害的防治 《植保员手册》编绘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24 no. 6 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治手册 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2

Box 124 no. 7 進一步开展对城市私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中國. 商業部. 办公廰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4 no. 8 扬眉吐气的远航 :  風庆 轮首航远洋日记  風庆 轮通讯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24 no. 9 好好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海泉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124 no. 10 讓列車馳过奔腾的长江 曹葆銘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7

Box 124 no. 11 群众性农业科学实验活动选辑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中國] : 农业出版社, 1974

Box 124 no. 12 官厅水力发电站 方凌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24 no. 13 河流中的泥沙问题 錢宁 黃友荃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

Box 124 no. 15 白降丹划点疗法 陕西省华县少华公社卫生所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24 no. 16 肝切除术 孟宪民 叶舜宾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朮出版社, 1965

Box 124 no. 17 高血压病知识 黃元伟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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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24 no. 18-19 常見病民间饮食疗法 广西壯族自治区医药研究所 广西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24 no. 20 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企业的建筑 北京 : 城市建設出版社, 1956

Box 124 no. 21 几个主要資本主义國家工業化的过程 馬海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4 no. 22 水路货物运輸规则 中国. 交通部 北京 :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72

Box 124 no. 23 机械工业与国家工业化 蔣一葦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24 no. 24 农业学大寨十讲 肇庆报社编辑组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25 no. 1 十三个水稻良种栽培技术
湖南省农业厅种子站, 湖南

省农业科学院粮油系
湖南 :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125 no. 2 怎样种水稻 《怎样种水稻》编写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25 no. 3 現代中国解剖学的發展 王有琪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4 茶话 叶世雄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5 慢性腎炎的中医理論和疗法 : 附 100 例病例分析
 上海中医学院附屬曙光医院

腎炎專題研究小組
上海 : 科枝卫生出版社, 1960

Box 125 no. 6 良好地为顾客服务 布萊南曉夫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7, 26 怎样做个建筑业的好工长
中央人民廣播电台(北京, 中

国). 工業組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8
關於我國过渡時期國家工業化与農業合作化的相互

適应問題
王思華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9 偉大的發明故事 IO.魏别尔 郭文傑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10 妇幼保健員手册. 第一集 河北省卫生厅 保定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25 no. 11 改造資本主义工商業的道路 白瑞西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12 把永定河水引进首都 寿儒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13 我国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和平改造与阶級斗爭 胡錫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14 私营商業的全業合营 蕭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15 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开垦及其进一步利用的方法 雅尔科夫 联星 北京 : 时代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16 动物的立克次氏体病 克・阿・多罗費也夫 張士詳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17 国营农場 郭文堉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57

Box 125 no. 18
中華民國參加美國世界博覽會籌備委員會規章彙編

目次
[中國 : s.n., 196-?]

Box 125 no. 19 新中国的水利建设 中国. 水利部. 办公厅宣傳处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20 和工商业者谈社会主义 謝潜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21 和工商业者谈劳动 江靜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22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 鄒树民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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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25 no. 23 我国的农业 刘世錡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24 工業中資本主义發展的三个階段 伍丹戈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25 no. 25 偉大的水力 M.瓦西利叶夫 李鉄民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

Box 126 no. 1 关于資本主义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的問題 葛敏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126 no. 2 谈谈增产节约

上海绒毯三厂工人学习政治

经济学小组复旦大学经济系

则贸教研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26 no. 3 苏联的集体农庄 田郁文 北京 : 朝花美丽出版社, 1957

Box 126 no. 4 我國的輕工業建設 支水山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26 no. 5 資本主义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問答 方思桐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26 no. 6 黃河的治理和開發 李銳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学技術普及协会, 1956

Box 126 no. 7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影响 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5

Box 126 no. 8 中國造紙发展史略 洪光 黃天右 北京 : 輕工業出版社, 1957

Box 126 no. 9 中医舌診 北京中医学院診断敎研組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0

Box 126 no. 10 談耳聋 魏能潤 上海 : 科技卫生出版社, 1958

Box 126 no. 11 医学科学与破除迷信 中山医学院前卫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26 no. 12 谈谈文明健康的生活 鍾平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8

Box 126 no. 13 長江航运 鍾信 上海 : 人民中國畫庫, 1956

Box 126 no. 14 建设十三陵水庫的人们. 第一集
十三陵水庫修建总指揮部政

治部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58

Box 126 no. 15 让事实说话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26 no. 16 劳动和休息 拉序莫夫 顧啓欧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26 no. 17 耳聋和复聪 裴宏恩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64

Box 126 no. 18 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钟毅 上海 : 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26 no. 19 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 寿進文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26 no. 20 国家粮食市场问答 王子强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26 no. 21 中医防治麻疹的方法 王伯岳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65

Box 127 no. 1 烟草 E.H. 普沙里娃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7

Box 127 no. 2 動物的進化 張宗炳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

Box 127 no. 3 動物的無性雜交 博梁科夫 項維, 劉祖洞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5

Box 127 no. 4 1956年中等專業学校招生考試大綱 中國. 高等教育部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6

Box 127 no. 5 造林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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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27 no. 6 魚病手冊
中国科學院. 水生生物研究

所. 魚病學組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9

Box 127 no. 7 養鸕鷀 : 工農生產技術便覽 王儒林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0

Box 127 no. 8 魚類學 巴甫洛夫斯基 斯維托維多夫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6

Box 127 no. 9 土埌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7 no. 10
有色金属及合金产品牌号表示方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
中国. 冶金工業部 北京 : 技朮标准出版社出版, 1965

Box 127 no. 11 养鸡新法 張云千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27 no. 12 植物保护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7 no. 13 种子和品种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7 no. 14 氧化礦石的新研究法 尤什科 北京 : 地質出版社, 1957

Box 127 no. 15
锡分类和技术条件及化学分析分法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准
中国. 冶金工業部 北京 : 技朮标准出版社出版, 1965

Box 127 no. 16 放射性同位素在机械制迼中的应用 吉雅琴柯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59

Box 127 no. 17 蔬菜栽培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7 no. 18 農田水利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7 no. 19 黃芽菜 上海市西郊農业局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8

Box 127 no. 20 廣州婦女. 3 廣州 : 廣州婦女出版委員會, 1951

Box 127 no. 21 雜粮和著类栽培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7 no. 22 高产飼料作物 中国. 農业部. 畜牧兽医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7

Box 127 no. 23 為保証化学实驗室的安全而奋斗 鄭蘭華 上海 : 商务印書館, 1956

Box 127 no. 24-25 我国的植物資源 俞德浚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

Box 127 no. 26 有机磷杀虫剂1605 韓熹萊 黃瑞綸 上海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

Box 127 no. 27 辣椒
上海市農業局農業試驗站蔬

菜組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8

Box 127 no. 28 怎样解化学計算題 孙世修 济南 :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27 no. 29 土壤速測法 中國. 農業部. 土地利用總局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5

Box 128 no. 1 原子能基本知识問答 广州文化出版社 广州 : 广州文化出版社, 1959

Box 128 no. 2 原子能發電 燃料工業出版社 北京 : 燃料工業出版社, 1955

Box 128 no. 3 讀書雜誌 : 第七八期合刊 胡秋原 [中國 : s.n., 196-?]

Box 128 no. 4 氨基塑料 刘仁孝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

Box 128 no. 5 棉紡織工业精紡工落紗工工作法
中国. 紡織工业部. 劳动工資

司
北京 : 紡織工業出版社, 1958



　友聯研究所藏書

Page 98

索書號 刊名 作者一 作者二/編者/譯者 出版項

Box 128 no. 6 节約橡胶 光建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6

Box 128 no. 7 陶瓷燒窰法 葉麟趾 北京 : 輕工業出版社, 1957

Box 128 no. 8 口琴独奏曲集. 第2集 陈劍晨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58

Box 128 no. 9 油菜栽培技術 中國. 農業部. 粮食生產總局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128 no. 10 金屬的防锈與塗飾 費拉列托夫 謝列尼可夫 北京 : 輕工業出版社, 1955

Box 128 no. 11 紅丹 張端元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8

Box 128 no. 12 肥田粉的製造 孫羲 上海 : 中華書局出版, 1951

Box 128 no. 13 钢的性能和用途 黃俊美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8

Box 128 no. 14 全蘇聯體育節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50

Box 128 no. 15 丹娜 法特米尔.吉亚泰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Box 128 no. 16 二十世紀哲學 Russell, Bertrand 胡冬野 [中國] : 華國出版社, 1950

Box 129 no. 1 油桐的種法 : 浙江省種子公司技正 汪琇 上海 : 革新書店印行, 1951

Box 129 no. 2 农村接生员课本 : (试行本) 人民卫生出版社編辑室 北京 :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2

Box 129 no. 3 古典舞訓練常识 王靜野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7

Box 129 no. 4 民法. 第五編, 繼承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1

Box 129 no. 5 民法. 第四編, 親屬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1

Box 129 no. 6 民法. 第三編, 物權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0

Box 129 no. 7 民法. 第二編, 債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0

Box 129 no. 8 精神病知识 吳振奎 許維森 上海 : 上海科學技术出版社, 1963

Box 129 no. 9 种子学原理及种子檢驗 叶常丰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9

Box 129 no. 10 鯉魚苗的培育 中国. 水产部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29 no. 11 苹果树剪枝技术入門 范永信 北京 : 中國林業出版社, 1957

Box 129 no. 12 薯类的貯藏与加工. 第一輯
中国. 农业部. 粮食作物生产

局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58

Box 129 no. 13 怎样种好甘蔗
广东省農林水科学技术服务

部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29 no. 14 旱粮栽培技术
广东省農林水科学技术服务

站革命委员会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29 no. 15 花椰菜栽培 胡維岳 郑亦平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0

Box 129 no. 16 金桔栽培法 蔡雄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

Box 129 no. 17 淡水養魚 中國. 商業部水產管理總局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129 no. 18 各种肥料的三要素含量及其分析法 乔生辉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8

Box 129 no. 19 中國東北及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的植被概要 高爾捷也夫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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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29 no. 20 廣西八角茴香樹的栽培技術及其生態環境 王獻溥 閰振龍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5

Box 129 no. 21 橡膠植物 柳大綽 顧源, 李有則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6

Box 129 no. 22 細菌学 上海市立医学化驗所 上海 : 科技卫生出版社, 1958

Box 129 no. 23
在農業生物学中放射性指示剂應用方法上的有關問

題
澤利舍夫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55

Box 129 no. 24 化石 / 王鈺著 王鈺 中国科学院古物生研究所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59

Box 130 no. 1 催化作用及其在工業上的應用 尼科拉葉夫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7

Box 130 no. 2 论強化高炉冶炼过程的基本问题 叶渚沛 北京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9

Box 130 no. 3 铜分类、技术条件和化学分析标准方法 中国. 冶金工业部 北京 : 技術標準出版社, 1965

Box 130 no. 4 门德列也夫周期律在現代科学中的作用 費尔斯曼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Box 130 no. 5 茶樹栽培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30 no. 6 怎样防治馬的主要傳染病 胡嘉驥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57

Box 130 no. 7 果樹栽培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30 no. 8 玉米 湯起麟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30 no. 9 從近代物理学来看宇宙 普朗克 北京 : 商务印書館, 1959

Box 130 no. 10 烟草和糖料作物栽培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30 no. 11 油料作物栽培 中國. 農業部. 農業宣傳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30 no. 12 塑料的系統鉴定法 陳建侯 上海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6

Box 130 no. 13 甘薯的栽培 秋金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6

Box 130 no. 14 燃燒和爆炸 薛密亞諾夫 周邦立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1

Box 130 no. 15 各种肥料的三要素含量及其分析法 乔生辉 北京 : 財政經济出版社, 1958

Box 130 no. 16 論高等植物双精和多精入卵問題 包特杜布納婭─阿尔諾基 姚景俠 北京 : 科学技術出版社, 1956

Box 130 no. 17 菜豆 (刀豆) 頋元龙 上海 : 科技卫生出版社, 1958

Box 130 no. 18 魚病防治 中国. 水产部. 淡水魚业司 北京 : 农业出版社, 1959

Box 130 no. 19 陶瓷原料的处理 林福中 北京 : 輕工業出版社, 1959

Box 130 no. 20 番薯栽培法 叶常丰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130 no. 21 塑料工艺译文选 : 聚氯乙烯的增塑与稳定
第一轻工业部日用化学工业

局
北京 : 輕工業出版社, 1965

Box 130 no. 22 我們的身体 彭庆昭 北京 :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

Box 130 no. 23 香皀的生产 卡薩金
沈陽市地方国营新生企業公

司翻譯組
北京 : 食品工业出版社, 1958

Box 130 no. 24 常用农葯 《植保员手冊》編絵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30 no. 25 竹子栽培 广西林业科学研究所 南寧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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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30 no. 26 早稻防寒育秧
广东省农林水科学技术服务

站革命委員会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130 no. 27 潮汕平原晚稻栽培經驗 汕头专署农业局, 晓耘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31 no. 1 台灣問題 郭東海 廣州 : 匯文書店, 1954

Box 131 no. 2, 16 台灣之命運 : 紅色政變危機和中國前途的展望 衣爵 香港 : 中國與世界出版社, 1959

Box 131 no. 3 就第三任總統職講詞 : 總裁訓詞 [中國] :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 1960

Box 131 no. 4 台湾水兵二、三亊 廣州 : 联友書店, [196-?]

Box 131 no. 5 我國的台灣

北京市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北

京師範大學地理系會員工作

組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 1954

Box 131 no. 6 台灣 王鈞衡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4

Box 131 no. 7 台灣經濟地理 陳爾壽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出版, 

1955

Box 131 no. 8 台灣的自然條件與資源 殷祖英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出版, 

1955

Box 131 no. 9 從日用常行中認識蔣總統 曹聖芬
[中國] : 中央改造委員會文物供應社印, 

1951

Box 131 no. 10 台灣的過去和現在 武原 [中國]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

Box 131 no. 11 台湾臉譜 田野 武漢 :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7

Box 131 no. 12 智識份子的道路 : 慶祝第四屆五四文藝節紀念特刊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
香港 :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刊行, 

1948

Box 131 no. 13 世界名人故事 : 學生優良讀物 錢一青 上海 : 上海大方書局印行, [196-?]

Box 131 no. 14-15 孙中山先生的故事 洛菲 林仰崢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32 no. 1 伊朗 贝达棣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4

Box 132 no. 2 罪恶的旧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32 no. 3 辛亥革命前的群众斗爭 李竹然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32 no. 4 美國抗戰建國史 劉振東 中央政治學校 上海 : 正中書局印行, 1947

Box 132 no. 5 北歐散記 張盛裕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132 no. 6 蘇聯文學中的列寧與斯大林 齊采洛夫 潘朗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0

Box 132 no. 7 馬恒昌先進生產小組 天津市總工會 天津 : 知識書店, 1950

Box 132 no. 8 CC豪門資本內幕 經濟資料社 香港 : 小呂宋書店, 1947

Box 132 no. 9 約旦人民在斗爭中 呂佑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Box 132 no. 10 列寧在1918 : 蘇聯革命史實巨獻 香港 : 南方影業公司,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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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32 no. 11 蕭邦小傳 阿・索洛夫磋夫 唯民 北京 : 音樂出版社, 1956

Box 132 no. 12 金日成將軍傳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32 no. 13 走向社會主義的波蘭 孟努塞維奇 趙自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1

Box 132 no. 14 考古學 阿爾奇浩夫斯基 徐褐夫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32 no. 15 凱恩斯傳 Harrod, Roy 施建生 台北 :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1953

Box 132 no. 16 地理學常用單位 李海晨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5

Box 132 no. 17 革命硬骨头麦贤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6

Box 132 no. 18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 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1871-1971)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1

Box 132 no. 19 彭湃的故事 广东省群众艺朮館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8

Box 132 no. 20 韋拔群 朱仲玉 北京 : 中華書局, 1959

Box 132 no. 21 云岗散記 郭根 王輯五, 史若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32 no. 22
为工人阶級的统一和德国人民陣綫而斗爭 : 1936-

1938
威廉・皮克 一之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132 no. 23-24 美国万里纪行 梁亦平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32 no. 25 在觉醒中的拉丁美洲 丁文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32 no. 26 保加利亞叛國案 新華時事叢刋社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32 no. 27 亞美尼亞、中烏拉爾、南烏拉爾遊記 西蒙諾娃 宋夫讓, 高學源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33 no.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 : 一

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十月七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133 no. 2
1905-1907年革命的國际意义 Mezhdunarodnoe 

znachenie revoliutsii 1905-1907 godov

Krivoguz, Igor Mikhailovich 

克里沃古兹, 姆努欣纳
Mnukhina, R, 孟長麟, 亚觉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33 no. 3 怎样学習中国現代革命史 郑則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33 no. 4 我国古代以弱胜强的战例 柯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33 no. 5 中國和拜占廷帝國的關系 齐思和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33 no. 6 南斯拉夫見闻 高丽生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33 no. 7 在柴達木聚寶盆中 劉天野 香港 : 上海書局, 1957

Box 133 no. 8 紅色統治下的波羅的海國家 [中國 : s.n., 196-?]

Box 133 no. 9 六連岭岭长 关南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133 no. 10 中日关史系史的新篇章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33 no. 11 美帝国主义挑起战爭就是自掘坟墓 吳楚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

Box 133 no. 12 阿尔及利亚 熊忠英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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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33 no. 13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反潮流的光辉事

例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

组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5

Box 133 no. 14
孟德斯鳩，伏尔泰，拉・梅特里，卢梭，狄德罗，

爱尔維修，霍尔巴赫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7

Box 133 no. 15 伊拉克共和國的誕生 齊力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Box 133 no. 16
我們在蘇聯所見所聞 : 英國鐵路工人代表團團長弗

金斯在莫斯科記者招待會上發表的聲明
莫斯科 : 外國文書藉出版局, 1953

Box 133 no. 17 中國歷史上民族戰爭的評判問題 黃元起 上海 : 學習生活出版社, 1955

Box 133 no. 18 明末農民起義軍聯明抗滿小史 葉護生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33 no. 19 墨西哥 A.H. 岡察洛夫 林白立, 亞哲合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133 no. 20 古巴 张景哲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2

Box 133 no. 21 谈谈世界大洋 C・庫茲世界大洋 徐士珍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134 no.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给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34 no. 2 亚洲 友夏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8

Box 134 no. 3 黃华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134 no. 4 从凡尔赛和约到慕尼黑协定 胡思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34 no. 5 瑞士 A. 穆希 M. 伊帕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34 no. 6 剛果簡況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

Box 134 no. 7 蘇維埃政權三十週年 史維爾尼克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34 no. 8

英國・林邁可爵士對中共匪偽政權的剖析 An 

analysi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by Lord 

Michael Lindsay

Lindsay, Michael [中國] : 華僑通訊社, [195-?]

Box 134 no. 9 埃及人民爭取独立和平的斗争 吳休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34 no. 10 走向社会主义的罗馬尼亞 特卡欽科 沉永, 石柱 北京 : 世界知識社, 1956

Box 134 no. 11 欧遊散記 趙渢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7

Box 134 no. 12 西欧封建庄园 刘启戈 北京 : 商务印书館, 1962

Box 134 no. 13 金字塔 金德华 北京 : 商务印书館, 1962

Box 134 no. 14 巴黎公社 刘宗緒 北京 : 商务印书館, 1962

Box 134 no. 15 朝鮮三一运动 王立达 北京 : 商务印书館, 1962

Box 134 no. 16 地理大发现 郭圣銘 北京 : 商务印书館, 1962

Box 134 no. 17 慕尼黑阴谋 潘际坰 北京 : 商务印书館, 1962

Box 134 no. 18 西亚形势簡說 龔力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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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34 no. 19 現代的印度和緬甸 左人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34 no. 20 雅爾達協定 Arne, Sigrid 崔書琴 [中國] : 華國出版社, [196-?]

Box 135 no. 1 劉志丹的故事 董均倫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35 no. 2 鬪爭中的朝鮮人民
中央文化部對外文化聯絡事

務局
[中國] : 全國新華書店, 1950

Box 135 no. 3 尢列事畧 冼江 香港 : 香港中國文化學院, 1950

Box 135 no. 4 當前世界形勢的主流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135 no. 5 越南民主共和國新地圖 董石聲 楊柏如 上海 : 大中國圖書局, 1950

Box 135 no. 6 金日成故事 通俗文化出版社編輯部 丁浩, 陶鑄 上海 : 通俗文化出版社, 1951

Box 135 no. 7 七十二烈士中的華僑 香港 : 海潮出版社, [196-?]

Box 135 no. 8 喜馬拉雅山 盧村禾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35 no. 9 從伏爾加河到頓河 張葉舟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3

Box 135 no. 10 蘇聯怎樣保護母性與兒童 O・P・諾琴娜 [中國] : 新華書店, [196-?]

Box 135 no. 11 美國是怎樣的？ 路易斯・加蘭提爾 [中國 : s.n., 196-?]

Box 135 no. 12 巴黎公社 胡代聰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135 no. 13 巴夫洛夫傳 黃維榮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0

Box 135 no. 14 我國歷代名將述評. 第五輯 李尚沛 香港 : 雅露畢印刷所宇記公司印刷, 1953

Box 135 no. 15 罗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史地概要 邱仁宗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6

Box 135 no. 16 世界大洋地质基本轮廓 范时清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1978

Box 135 no. 17 歐遊漫記 劉寧一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35 no. 18 旅遊閑筆 胡菊人 香港 : 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Box 135 no. 19 丹麦 B.B. 巴赫列勃金 嚴增学, 楊思正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35 no. 20 漫遊印度尼西亞 容容 香港 : 香港學生書店, 1957

Box 136 no. 1-2 台灣的地方自治 : 自由中國之一 阮毅成 台灣 : 海外文庫, 1944

Box 136 no. 3 我們的國旗和國歌 吳紹璲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4 台灣的山地同胞 孫毓經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5 緬甸風物誌 張正藩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4

Box 136 no. 6 檀香山華僑史話 周彤華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7 緬甸華僑史話 張正藩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5

Box 136 no. 8 墨西哥華僑史話 余受之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9 我們的軍事 劉世昌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5

Box 136 no. 10 我們的外交 張庸夫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5

Box 136 no. 11-12 南洋的錫 唐蘇民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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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36 no. 13-14 南洋的椰業 祝秀俠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4

Box 136 no. 15-16 南洋的石油 章熙林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17-18 南洋的菸草 梁道羣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19-20 南洋的樹膠 蔡光篁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21 南洋的水果 蕭其來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22 中國書法 曾迺敦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5

Box 136 no. 23-24 國父在海外 鄭彦棻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25 鄭和 梁嘉彬 蔡鎮,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26-27 鄭昭 祝秀俠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28-29 羅芳伯與吳元盛 祝秀俠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30-32 林凤與潘和五 祝秀俠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6 no. 33-34 張傑諸 祝秀俠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4

Box 137 no. 1-2 陳謙善 鄭冠英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7 no. 3-5 顏二夫婦 祝秀俠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7 no. 6-7 鄧蔭南 鄭冠英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7 no. 8-9 鄭智勇 祝秀俠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7 no. 10 鄭成功 曾迺敦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7 no. 11 箕子 鄧澂濤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 1956

Box 137 no. 12 美國與中國 印永法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7 no. 13-14 台北 陳承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7 no. 15 西貢與堤岸 蘇子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6

Box 137 no. 16-17 南洋小誌 章熙林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7 no. 18-19 拉丁美洲一瞥 陳澤華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4

Box 137 no. 20 麻六甲 梁嘉彬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5

Box 137 no. 21 河內與海防 蘇子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5

Box 137 no. 22 高棉 蘇子 海外文庫編輯委員會 台北 : 海外文庫出版社, 1955

Box 137 no. 23 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6

Box 137 no. 24 爱尔蘭 北京 : 三联书店, 1957

Box 137 no. 25 普列漢諾夫 北京 : 三联书店, 1956

Box 137 no. 26 澳洲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6

Box 137 no. 27 馬來亞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37 no. 28 也門・ 沙特阿拉伯 北京 : 三联書店, 1957

Box 137 no. 29 古巴・海地・多米尼加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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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37 no. 30 越南 華西里耶娃 劉丕坤, 何思源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38 no. 1 目前世界形勢 香港 : 三聯書店, 1959

Box 138 no. 2 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38 no. 3 蘇聯人民堅苦奮鬥建設祖國的故事 上海巿中蘇友好協會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38 no. 4-5 美帝正把全球戰略重點移到亞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138 no. 6 阿爾巴尼亞十曰 陳適五 北京 : 世界知識社, 1950

Box 138 no. 7, 12 南斯拉夫的國家機構 拉多米爾・魯基奇 白堃 北京 : 世界知識社, 1956

Box 138 no. 8 高举红旗三十年 刘大为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8

Box 138 no. 9 內蒙古地理 孫金鑄 北京 : 科學普及出版社, 1957

Box 138 no. 10 第二次大戰前後世界各地對於人類化石的新研究 斐文中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

室
北京 : 中國科學院出版, 1954

Box 138 no. 11 美國 羽山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38 no. 13 一個旅美華僑的見聞 呂美僑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138 no. 14 蘇聯常識讀本 旅大市中蘇友好協會宣傳部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2

Box 138 no. 15 鐵托元帥 米洛・傑拉斯 上海 : 上海時代社出版, 1947

Box 138 no. 16 歐遊漫記 劉寧一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38 no. 17 黑船到了東京 : 聯合國受降見聞 文匯出版社 廣州 : 文匯出版社, 1945

Box 138 no. 18 中蘇史話 諶震 通俗小文庫編委會 [中國]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38 no. 19
泰山紀勝、封長白山記、遊羅浮記、遊勞山記、遊

雁蕩山記
王雲五 上海 : 商務印書局, 1936

Box 138 no. 20 方臘起義 方詩銘 上海 : 四聯出版社, 1954

Box 138 no. 21-22 北行漫記 魯默 香港 : 長風出版社, 1957

Box 139 no. 1 明末江陰、嘉定人民的抗清鬥爭 李天佑 上海 : 學習生活出版社, 1955

Box 139 no. 2 祖國的新城市 : 第三本 方地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39 no. 3 回憶方志敏同志 繆敏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39 no. 4 沭水村的变迁 山东人民出版社 济南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39 no. 5 无锡风光 高眞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39 no. 6 纪念白求恩 : In memory of Norman Bethune 毛澤東 陈文伯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66

Box 139 no. 7 忆张思德同志 陈耀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5

Box 139 no. 8 回忆叶挺將军 周士第 西安 :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39 no. 9 上海舊話(一) 徐卓呆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39 no. 10 上海舊話(二) 鄭逸梅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Box 139 no. 11 华佗的故事 施若霖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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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39 no. 12 坚持大別山斗爭 周承术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39 no. 13 內蒙草原 程海洲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139 no. 14 宋代太學生的救亡運動 張文清 上海 : 四聯, 1954

Box 139 no. 15 中國歷史故事 : 溝通中外經濟文化的故事 章回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139 no. 16 華僑名人故事錄 黃競初 [中國] : 商務印書館, 1940

Box 139 no. 17 渡黃河 周承术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39 no. 18 中國工業化的地理條件 孫敬之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出版, 

1954

Box 139 no. 19 淮河紀行 千峯 上海 : 新文藝, 1952

Box 139 no. 20 五台山文物 白煥采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39 no. 21 我們的東北 方靜文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1

Box 140 no. 1 新中國的十月 司馬文森 廣州 : 前進書局印行, 1950

Box 140 no. 2 中國歷史故事. 第一輯 李崗 紹漢 北京 : 華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40 no. 3 中國歷史故事. 第二輯 王叔暉 北京 : 華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40 no. 4 中國歷史故事. 第三輯 楊葉 柳志堅, 王叔暉 北京 : 華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40 no. 5 中國地名辭典 香港 : 大中書局, [196-?]

Box 140 no. 6 1645年江陰人民守城的故事 謝承仁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40 no. 7 富饒的華南 徐俊鳴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1

Box 140 no. 8 中國歷史上之民族英雄上卷 劉覺 長沙 : 商務印書館, 1940

Box 140 no. 9 鄭洞國訪問記 朱啟平 香港 : 香港大公報, [196-?]

Box 140 no. 10 數学家華罗庚 : 学文化补充讀物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56

Box 140 no. 11 在毛主席身边 翟作軍 武汉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40 no. 12 李自成起義 張毓芬 上海 : 大中國圖書局, 1953

Box 140 no. 13 中國歷史故事 : 春秋战國的故事 楊歌 楊葉, 李崗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140 no. 14 黃著秦皇長城考評介 章羣 [中國 : s.n., 196-?]

Box 140 no. 15 太平軍攻克武昌的故事 鄧英 武漢 : 羣益堂, 1956

Box 140 no. 16 战斗在十万大山 李超 林梓材, 淑暉 广州 : 戊东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40 no. 17 揭破歷史捏造者 (歷史事實考證) 莫斯科 : 外文書藉出版局, 1948

Box 140 no. 18 番禺人民公社試行简章 番禺 : 番禺人民公社出版社, 1958

Box 140 no. 19 捻黨起義 張文清 上海 : 四聯出版社, 1954

Box 140 no. 20 李自成起義 張毓芬 上海 : 四聯出版社, 1954

Box 141 no. 1 中國地名辭典 香港 : 大中書局, [196-?]

Box 141 no. 2 毛主席在人民群眾中. 三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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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41 no. 3 日本田中內閣侵略滿蒙之積極政策 田中義一 上海 : 上海新聲通信社出版部, [196-?]

Box 141 no. 4 中國農民起義的故事 : 歷史故事 莊葳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41 no. 5 中国地理知识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2

Box 141 no. 6 学習馬特洛索夫的优秀品質 唐铁海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41 no. 7 北洋军阀的统治 朱仲玉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41 no. 8, 21 記一二九 子方 北京 : 北京大众出版社, 1956

Box 141 no. 9 中国現代革命运动故事 (v. 1) 石友李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41 no. 10 辽沉战役 鐘羽飞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4

Box 141 no. 11 中国現代革命运动故事 (v. 3) 石友李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41 no. 12 我国的农业地理 祝卓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

Box 141 no. 13-15 "八一"起义 魏宏运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41 no. 16-17 延安革命紀念建筑 延安革命紀念館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59

Box 141 no. 18 魯迅先生的故事 唐弢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41 no. 19 畫家齐白石 吳祖光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6

Box 141 no. 20 中国历史年代表 刘敬恕 譚其驤 上海 : 教育图片出版社, 1956

Box 141 no. 22, 27 略论我国经济地理学界意見的分歧 胡兆量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41 no. 23 紹兴散記 任微音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41 no. 24 戊戌變法 雲林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141 no. 25 瓷器 : 三國─五代 文物出版社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65

Box 141 no. 26 何賢先生報告書 澳門 : 大眾報, 1956

Box 141 no. 28 太原之战 彭飞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42 no. 1 李时珍 翟簡卿 北京 : 中華書局, 1959

Box 142 no. 2-4 五卅运动 梁曉明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42 no. 5 回戈一击 叶梅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42 no. 6 活捉  十老虎 雪野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42 no. 7 戈壁滩变綠洲 New oases in the Gobi 方向 北京 : 解放軍画报社, 1956

Box 142 no. 8 美丽富饶的海岸线 解放軍画报社 北京 : 解放軍画报社, 1957

Box 142 no. 9 平英团 朱仲玉 北京 : 中華書局, 1959

Box 142 no.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严貫一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

Box 142 no. 11 祖國的南海諸島 鞠繼武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4

Box 142 no. 12 杭州的山和水 鄧博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7

Box 142 no. 13-14 太原 張維邦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42 no. 15 中國的地形 陳史堅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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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42 no. 16 我热爱新北京 老舍 北京市文联創作委員会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7

Box 142 no. 17 天山牧場 王永宏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42 no. 18 祖國的大地 胡芸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42 no. 19 康南海先生傳 梁啓超 美國 : Chinese World, [196-?]

Box 142 no. 20 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 巴金 張信讓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Box 142 no. 21 江陰人民的抗清鬥爭 王虹 上海 : 四聯出版社, 1954

Box 142 no. 22 江洲火案 : (國民党統治時期楊中人民的抗稅斗爭) 戴聞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42 no. 23 中國工業化的地理條件 孫敬之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出版, 

1954

Box 142 no. 24 革命聖地延安 魏志善 天津 : 天津美術出版社, 1959

Box 143 no. 1 学习鲁迅  永远进击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43 no. 2 獄中纪实 方志敏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7

Box 143 no. 3 魯迅在北京住过的地方 孙世愷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1957

Box 143 no. 4 壯丽的长江三峽 鞠継武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143 no. 5 纪念鲁迅文选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43 no. 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赵寿祺 胡芸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43 no. 7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何在 布尔札洛夫 張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43 no. 8 西藏叛乱事件公報 [中國 : s.n., 196-?]

Box 143 no. 9 一心为公的硬骨文战士张春玉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6

Box 143 no. 10 二七运动
北京市第十一女子中学政

治、史地組
北京 : 中華書局, 1959

Box 143 no. 11 毛澤東同志少年時代的故事 李季 漢口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43 no. 12 唐代的長安 完白 上海 : 四聯出版社, 1954

Box 143 no. 13 內蒙訪古 翦伯贊 北京 : 文物出版社出版, 1963

Box 143 no. 14 史學研究法 姚永樸 台北 :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1953

Box 143 no. 15 上方山和石經山 李捷民 馮秉其 北京 : 文物出版社出版, 1959

Box 143 no. 16 旅藏紀行 何思源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6

Box 143 no. 17 內蒙草原 程海洲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5

Box 143 no. 18 花园之城苏州 高眞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7

Box 143 no. 19 怎樣運用新觀點學習歷史 大眾書店編輯委員會 北京 : 大眾書店, [195-?]

Box 143 no. 20 明末孤臣張蒼水傳 李振華 台北 :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1953

Box 143 no. 21 論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 沈志遠 平心 上海 : 展望周刊社編, 1951

Box 143 no. 22 海瑞的故事 吳晗 北京 : 中華書局,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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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43 no. 23 向魯迅学習 唐弢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6

Box 143 no. 24 西藏大事記 : 1949-1959 郭茲文 北京 : 民族出版社, 1959

Box 143 no. 25 毛主席在延安的时侯 王桥 西安 :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43 no. 26 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朮原则" 柯朮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43 no. 27 绿林赤眉起义 陈振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44 no. 1 美丽的西湖 任微音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

Box 144 no. 2 西藏在前进 解放軍画报社 北京 : 解放軍画报, 1956

Box 144 no. 3 中国現代革命运动故事 (v. 2) 石友李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44 no. 4 中国現代革命运动故事 (v. 4) 石友李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44 no. 5 海南島 孙寿廕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44 no. 6, 9 初訪广州 林里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44 no. 7 我国的运输地理 刘再兴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7

Box 144 no. 8 美丽富饶的海岸线 解放軍画报社 北京 : 解放軍画报社, 1957

Box 144 no. 10 杭州遊覽指南 蕭凡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44 no. 11 孔子的故事 李長之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44 no. 12 上海的故事. 第一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44 no. 13 上海的故事. 第二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44 no. 14 上海的故事. 第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44 no. 15 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踪 胡愈之 香港 : 咫園書屋, 1946

Box 144 no. 16 毛匪澤東正傳 王思誠 台北 : 今日大陸社出版, 1955

Box 144 no. 17 楊振寧中國之行 香港 : 七十年代雜誌社,

Box 144 no. 18 施洋烈士的故事 沈疇春 武漢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44 no. 19 平江人民斗爭故事 肖向陽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44 no. 20 紅河兩岸 韓尚義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5

Box 144 no. 21 五代史民族正氣磅礡錄 錢公來 台北 : 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 1954

Box 144 no. 22 明末江陰、嘉定人民的抗清鬥爭 李天佑 上海 : 學習生活出版社, 1955

Box 144 no. 23 黃河 塞卓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144 no. 24 論毛澤東 石策 香港 : 僑友出版社, 1959

Box 144 no. 25 隋唐史通俗講話 楊志玖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7

Box 144 no. 26 我國的資源地理 殷祖英
北京 : 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出版, 

1955

Box 144 no. 27 富繞的東北 王約 北京 : 開明書店, 1951

Box 145 no. 1-2 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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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45 no. 3-4
抓革命，促生産，徹底粉碎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新

反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5-6 無産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7-8
無産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的權！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9-10 論無産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11-13 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奪權鬥爭的基本經驗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14-16 大破私字, 大立公字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17-20 正確對待幹部和革命的 三結合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21-22 打倒私字，整頓作風，奪取新的偉大勝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23-24 無産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好形式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25-26 中共中央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27-28 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5 no. 29-30
中共中央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幹部

的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1-2 高舉無産階級的革命的批判旗幟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3-6 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偉大勝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7-8 高舉革命的批判旗幟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9-11 《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産階級專政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12-13 一定要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14-16 談京劇革命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17-19 偉大的歷史文件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20-22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燈 : 紀念《在延安文

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23-25 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26-28 偉大的戰略措施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6 no. 29-33 為加強無産階級專政而鬥爭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1-6
無産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 : 紀念《關於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十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7-11
毛澤東思想照亮了我們黨勝利前進的道路 : 紀念中

國共産黨誕生四十六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12-13
印度尼西亞人民團結起來，為推翻法西斯政權而鬥

爭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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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47 no. 14-15 做徹底的無産階級革命派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16-17
無産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 : 紀念中國人民解放

軍建軍四十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18-19 把革命的大批判進行到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20-21 徹底摧毀資産階級司令部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22-23 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24-25 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産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26-27 節約鬧革命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28-31 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本質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32-33 揭開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大陰謀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7 no. 34-36 評陶鑄的兩本書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1-3 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4-6 偉大的歷史潮流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7-8 無産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9-12 大立毛澤東思想的偉大革命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13-15 全國都來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16-18
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絶對權威，大樹特樹偉

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絶對權威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19-21
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 : 紀念偉大

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22-24 抓好形勢教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25-27 中國農村兩條道路的鬥爭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28-30
幹部要到羣眾裏面去 學習毛澤東思想要學用結合

，立竿見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31-32
反美武裝革命鬥爭的偉大榜樣 : 慶祝越南南方民族

解放陣綫成立七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148 no. 33-37 迎接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8 no. 38-40 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1-5 落實毛主席最新指示就是勝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6-7 論派性的反動性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8-9 學了就用 立竿見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10-11 革命委員會好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12-13 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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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49 no. 14-15 忠於毛主席必須學用一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16-17 他們在創造第一等的工作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18-19 乘勝前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20-21 劃時代的文獻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22-23 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是革命幹部的神聖職責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24-25
發揚黨的緊密聯系羣眾的作風 : 紀念中國共産黨誕

生四十七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26-27 精兵簡政，密切聯系群眾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28-29 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30-33 無産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49 no. 34-35

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産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團結起

來 : 紀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發表兩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1-2 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3-4
堅定地走上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 : 紀念毛主席首

次檢閱紅衛兵兩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5-6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7-8
把新聞戰綫的大革命進行到底 : 批判中國赫魯曉夫

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綫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9-10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11-13 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14-17
周恩來總理和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羣眾慶祝大會

上的講話
周恩来, 江青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18-21 英勇果敢的革命行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22-23 各國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24-25 大興黨的三大作風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26-27
在勝利的大道上奮勇前進 : 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十九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28-30 柳河 五・七 干校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150 no. 31-32
吸收無産階級的新鮮血液 : 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

問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33-36
中國共産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會

公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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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50 no. 37-39 認眞學習兩條路綫鬥爭的歷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40-42 堅決執行無産階級司令部的政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43-46 堅持節約鬧革命的偉大方針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47-50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閒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0 no. 51 學習叢書. 1968年, 第31-35輯合訂本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151 no. 1-2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51 no. 3-4 矛盾論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1 no. 5 組織起來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51 no. 6-7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毛澤東 上海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151 no. 8 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1 no. 9-10 关于正确处理人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51 no. 11 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51 no. 12-13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1 no. 14 戰爭和戰略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1 no. 15 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151 no. 16-17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1 no. 18 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1 no. 19 論政策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1 no. 20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51 no. 21 論持久戰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1 no. 22 井岡山的鬥爭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51 no. 23-2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52 no. 1-3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2 no. 4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52 no. 5-6 論聯合政府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52 no. 7 論聯合政府 毛澤東 [中國] :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Box 152 no. 8 論聯合政府 毛澤東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9

Box 152 no. 9 青年團第一屆二中全會文件 青年出版社 編審部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152 no. 10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152 no. 11-12 反對自由主義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2 no. 13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152 no. 14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52 no. 15-16 反對黨八股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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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52 no. 17 《共産黨人》發刊詞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2 no. 18-19 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2 no. 20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52 no. 21-22 青年運動的方向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2 no. 23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52 no. 24 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52 no. 25 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52 no. 26 論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49

Box 152 no. 27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52 no. 28 游擊戰争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Box 153 no. 1 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 毛澤東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7

Box 153 no. 2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153 no. 3-4 矛盾論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53 no. 5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53 no. 6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阳 : 世界人民热爱毛

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通訊集 (第一集)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153 no. 7-9 跟著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迸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53 no. 10-11 苏共新领导奉行苏美合作路线的供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53 no. 12-13
苏共領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 七評苏共中央

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編輯部 红旗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53 no. 14 苏共領导联印反华的真相 人民日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153 no. 15 苏共領导是宣言和声明的背叛者 人民日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53 no. 16-17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义 : 八評苏共中央

的公开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53 no. 18-21
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 : (一

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彭真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53 no. 22
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 《人民日报》《紅旗》杂志

《解放军报》一九七O年元旦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153 no. 23-25
分歧从何而來？ : 答多列士等同志 《人民日报》社

論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153 no. 26
在斗争中建设党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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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54 no. 1-3
全党、全国工人阶级动员起来為普及大庆式企业而

奋斗
余秋里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54 no. 4 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胡耀邦 香港 : 三聯書店, 1981

Box 154 no. 6 近代中國地租概說 陳伯達 北京 : 東北書店, 1949

Box 154 no. 7-8
孔子是反革命复辟的祖師爷 : 挖林彪反动思想的一

条黑根

北京大学哲学系七O届工农

兵学员
北京 :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4

Box 154 no. 9-10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声明 : 一九六五

年三月二十二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54 no. 11 防治水害開發水利 光源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54 no. 12 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6

Box 154 no. 13 论十大关系 (注音本) 毛澤東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8

Box 154 no. 14
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在前进 :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

周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54 no. 15-17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來，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

狗！ : 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154 no. 18 黃华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154 no. 19

中央人民政府國家統計局關於一九五三年度國民經

濟發展和國家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 : 附：中央人民

政府國家統計局關於一九五二年國民經濟和文化教

育恢復與發展情況的公報 (修正本)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4

Box 154 no. 20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章講話 : 初稿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 青年出版社出版, 1950

Box 154 no. 21-22
中國共産党红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会決议案 : 一

九二九年十二月閩西古田會議
毛澤東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Box 154 no. 23 第一个五年計劃的一些名詞解釋 時事手冊編輯部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154 no. 24 棉花栽培技術
中國. 農業部. 經济作物生産

总局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6

Box 155 no. 1 幹部學習資料 (第3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5 no. 2-3 幹部學習資料 (第4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5 no. 4 幹部學習資料 (第5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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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55 no. 5 幹部學習資料 (第6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5 no. 6 幹部學習資料 (第7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5 no. 7 幹部學習資料 (第8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5 no. 8 幹部學習資料 (第9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5 no. 9-10 幹部學習資料 (第10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5 no. 11 幹部學習資料 (第11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5 no. 12 幹部學習資料 (第12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6 no. 1-2 幹部學習資料 (第13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6 no. 3-4 幹部學習資料 (第14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6 no. 5 幹部學習資料 (第15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6 no. 6 幹部學習資料 (第16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6 no. 7-8 幹部學習資料 (第17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6 no. 9-10 幹部學習資料 (第18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7 no. 1-2 幹部學習資料 (第19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7 no. 3 幹部學習資料 (第20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7 no. 4 幹部學習資料 (第21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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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57 no. 5 幹部學習資料 (第22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7 no. 6 幹部學習資料 (第23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7 no. 7 幹部學習資料 (第28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7 no. 8 幹部學習資料 (第29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7 no. 9 幹部學習資料 (第30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7 no. 10 幹部學習資料 (第31輯)
中國共產黨中央華南分局宣

傳部
廣州 : 華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58 no. 1 華僑保護論 丘日興 香港 : 海外通訊社, 1941

Box 158 no. 2 梅縣侨聲. 復刊第一期 梅縣僑聲雜誌社 陳振芳, 蕭伯勳 梅縣 : 梅縣侨声雜誌出版社, 1962

Box 158 no. 3 战斗歌声 : 上海巿众歌咏大伝歌曲选
上海巿群众歌咏大会筹备小

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58 no. 4 表演和導演問題 舒強 上海 : 新文藝出版社, 1952

Box 158 no. 5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李純一 北京 : 音乐出版社, 1958

Box 158 no. 6 愚公移山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58 no. 7 《水滸》评论集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58 no. 8 齐白石的画 : 羣众美术画庫 齐白石 鄒雅, 陈鸝 北京 :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58

Box 158 no. 9 解放軍歌曲選集 解放軍歌曲集編輯部 北京 : 解放軍歌曲集編輯部, [1956]

Box 158 no. 10 紅灯记 : 一九七O年五月演出本 中國京劇團集體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158 no. 11 国际象棋对局选 陈效渭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8

Box 158 no. 12 解放軍歌曲月刊. 总第三十二期 解放軍歌曲編輯部 北京 : 解放軍歌曲編輯部, 1958

Box 158 no. 13 文學批評文選. 一 楊家駱 台北 : 世界書局, 1953

Box 158 no. 14 文學批評文選. 二 楊家駱 台北 : 世界書局, 1953

Box 158 no. 15 文學批評文選. 三 楊家駱 台北 : 世界書局, 1953

Box 158 no. 16 文學批評文選. 四 楊家駱 台北 : 世界書局, 1953

Box 158 no. 17 文艺通讯 : 5. 1948.1.15 [中國 : s.n.], 1948

Box 158 no. 18 文艺通讯 : 文協文藝通部復会特刊 香港 : 文通出版部, 1947

Box 158 no. 19 浩氣吟 : 附瞿昌文著粤行紀事 瞿式耜 長沙 : 商務印書館, 1941

Box 158 no. 20 圖書目錄 香港 :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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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59 no. 1 人民中國画庫 人民中國画庫社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5?]

Box 159 no. 2
簡化字總表檢字 : 從簡體查繁體 從繁體查簡體 從

拼音查漢字
香港 : 新僑出版社, [196-?]

Box 159 no. 3 水彩画小輯. 六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5

Box 159 no. 4 全國攝影艺术展览作品选 (2)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59 no. 5 电影《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歌曲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4

Box 159 no. 6 《荀子・天论》评注
首都钢铁公司炼钢厂白云石

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5

Box 159 no. 7 封建论 柳宗元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8 五蠹 韩非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9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魯迅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10 天论 荀祝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11 更法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12 问田 韩非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13 秦政记 章太炎 (章炳麟)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14 秦献记 章太炎 (章炳麟)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15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曹雪芹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16 《论语》批注(选刊) 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学员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17 《论语》批注  (选刊之二) 北京大学哲学系工农学员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4

Box 159 no. 18 科学技术名詞解釋 : 化学部分 俞凌翀 北京 : 科学普及出版社, 1959

Box 159 no. 19 吉林省九台縣土門嶺附近的植物調查 錢家驅 北京 : 科學出版社, 1957

Box 159 no. 20 新中國貿易經營指南 經濟導報社 香港 : 經濟導報社, 1949

Box 159 no. 21 工商業務手冊. 第一輯
民主建國會宣傳教育處資料

室

北京 : 民主建國會宣傳教育處資料室, 

1951

Box 160 no. 1 重工業工会通讯 中国重工業工会 北京 : 全国委員会, [196-?]

Box 160 no.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0

Box 160 no. 4
商品生産。商品和貨幣 :  政治經济教科書 講座 : 第

五講
張魚 蕭功禹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60 no. 5 工會工作參考文件. 第一輯 上海總工會文教部 上海 : 勞動出版社, 1950

Box 160 no. 6 中國人口問題之統計分析 國民政府. 主計處. 統計局 [中國] : 正中書局, 1944

Box 160 no. 7 新中國的新婦女 于志良 懋傳, 江南春 上海 : 羣生書店, 1951

Box 160 no. 8 新建設. 第十二期, 農業專號 廣東 : 廣東建設廳編輯處, 1930

Box 160 no. 9 農村宣傳員. 一九五六月第十二本 河北人民出版社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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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60 no. 10 農業合作化問題論文选集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61 no. 1 裁剪圖書 林容順 香港 : 順成裁剪學院, 1951

Box 161 no. 2 小二黑結婚 趙樹理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3 新事新辦 谷峪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4 記念劉和珍君 魯迅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5 夜 葉聖陶 (葉紹鈞)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6 李有才板話 趙樹理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7 智取生日綱 水滸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8 大鬧野豬林 水滸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9 藥 魯迅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10 我們落手越來越重了 潘菲洛夫 茅盾,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11 分馬 周立波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12 涉江 屈原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13 歸去來辭 陶潛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14 夢游天姥吟留別(一) 李白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15 羌村三首 杜甫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16 白居易詩四首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17 小石潭記 柳宗元 穆邵者 [中國 : s.n., 196-?]

Box 161 no. 18 北遊漫記 毛子明 香港 : 集文出版社, 1957

Box 161 no. 19-20 東北九省詳圖 高秀岩 江靜波 上海 : 振亞輿地社, 1947

Box 161 no. 21
中英對照廣東省地圖 : (附區；縣界線及産物圖) 地

形版
香港 : 大中書局, [196-?]

Box 161 no. 22 中国地图冊 : 中学生适用 地图出版社 上海 : 地图出版社, 1974

Box 161 no. 23 南京長江大橋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161 no. 24 游泳卫生問答 上海市人民卫生宣传站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161 no. 25 田径竞赛規则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3

Box 161 no. 26 游泳竞赛規则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3

Box 161 no. 27 排球竞赛規则 中国体育运动委员会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54

Box 162 no. 1 原始公社的生産方式 胡述英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62 no. 2 江青是欺世名的政治扒手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62 no. 3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 唐晓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62 no. 4 我国农民反孔斗争史话
天津巿宝坻县小靳大队理论

小组, 范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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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62 no. 5-6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議文件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62 no. 7 共産主義與共産黨學習参考材料 : 第一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天

津巿工作委員會. 宣傳部
天津 : 知識書店, 1951

Box 162 no. 8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

大学理论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62 no. 9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毛澤東 中共中央俄文編譯局 上海 : 中華書局, 1953

Box 162 no.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中國] : 法律出版社, 1983

Box 162 no. 11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49

Box 162 no. 12 鄧小平資料選輯 香港 : 新中圖書公司, 1977

Box 162 no. 13 論中國革命諸問題 : 鄧演達殉難十七週年紀念特輯 李伯球 香港 : 中華論壇社, 1937

Box 162 no. 14-15 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62 no. 16 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 伍仁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8

Box 162 no. 17 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 伍仁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8

Box 162 no. 18
"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动员令 : 评梁效《永远按

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62 no. 19 革命大批判文选 : 文学艺术部份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63 no. 1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会第二次会議关于在莫

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决义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63 no. 2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 附：中國人民解放軍大

事年表
毛澤東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Box 163 no. 3 闢毛澤東的「矛盾論」 牟宗三 香港 : 人文出版社, 1952

Box 163 no. 4

彻底批判 四人帮 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貴在第二次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63 no. 5-9

政府工作报告 :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

告

周恩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63 no. 10-12 甚麼東西專政 : 論人民民主專政 蕭獨 毛澤東 東京 : 友聯出版社, 1952

Box 163 no. 13-14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63 no. 15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邓小平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63 no. 16 中國共產黨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 長春 北京 : 通俗讀物出版社, 1955

Box 163 no. 17 中國共産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公報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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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63 no. 18 共産党宣言 : 幹部必讀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北京 : 解放社, 1979

Box 163 no. 19 河南省土地改革條例 中南新華書店編審部 廣州 : 中南新華書店, 1950

Box 163 no. 20 學習土改法 新少年編委會 香港 : 新少年出版社, 1950

Box 163 no. 21 廣州音職工速成識字課本 廣東省人民政府文教廳 廣州 : 華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63 no. 22 毛澤東自傳 : 附：中國共産黨年表 愛德迦・史諾 方霖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8

Box 164 no. 1 整風文獻 (訂正本) 解放社 [中國 : 解放社], 1949

Box 164 no. 2 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1)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164 no. 3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線的建議 : 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員会对联苏产党中央委員会一九六三年三月

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164 no. 4-5 纪念中国产党五十周年 : 1921-1971 《人民日报》编輯部
 红旗 編輯部, 《解放军报》

编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64 no. 6 "實踐論"解說 李達 北京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1

Box 164 no. 7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64 no. 8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华国锋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

分店, 1977

Box 164 no. 9 中苏两国站在保卫和平的最前綫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Box 164 no. 10
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 : 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

大斗争
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64 no. 11 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 [中國] : [s.n.], 1974

Box 164 no. 12 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 康士坦丁諾夫 譜萱 上海 : 中華書局, 1949

Box 164 no. 13 共産黨員課本(修訂本)
中國共産黨. 中央中南局宣

傳部
漢口 :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65 no. 1 努力办好半农半读学校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65 no. 2 春日 聶紺弩 香港 : 野草出版社, 1948

Box 165 no. 3 土地改革講話 赤光 廣州 : 正大書店, 1950

Box 165 no. 4 斯大林和中國革命 陳伯達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65 no.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关于1955年度國民經済

計划执行結果的公报
北京 : 統計出版社, 1956

Box 165 no. 6

高兴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

大革命 : 《解放军报》社論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

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65 no. 7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國 : s.n.,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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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65 no. 8-9
在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一九

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 四月十四日通過)
林彪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165 no. 10 觧放區囬來 黃道 香港 : 我們的出版社, 1949

Box 165 no. 11 除四害杂文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65 no. 12 深入批林批孔促进文字改革 : 革命大批判文章选编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74

Box 165 no. 13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65 no. 14 中國共産黨怎樣領導中國革命 馮定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65 no. 15
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 : (一

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彭真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165 no. 16 工人階級和共産党 趙德新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1

Box 165 no. 17 論「人民戰爭」: 附：反資本論自序 寗仲康 香港 : 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公司, 1966

Box 166 no. 1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 附：中國人民解放軍大

事年表
毛澤東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Box 166 no. 2 僱傭勞動与資本 Marx, Karl 沈志遠 [中國] : 生活書店, 1939

Box 166 no. 3 僱傭勞動与資本 Marx, Karl 沈志遠 [中國] : 生活書店, 1945

Box 166 no. 4 竊國大盜袁世凱 陳伯達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66 no. 5-6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66 no. 7

五年來的財政經濟工作 :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們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發言選

輯 / 陳雲等

陳雲 北京 : 財政經濟出版社, 1955

Box 166 no. 8 列寧 斯大林論中國 (普及本) : 幹部必讀 張仲實 曹葆華 [中國] : 解放社, 1950

Box 166 no. 9 論工作思想方法. 第二輯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61

Box 166 no. 10 論工作思想方法. 第三輯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62

Box 166 no. 11 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

Box 166 no. 12 中國共産黨的三十年 胡喬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67 no. 1 「共産黨宣言」一百年 米丁 郭力軍, 曹葆華 上海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67 no. 2 論"紙老虎"專輯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8

Box 167 no. 3-5 偉大的勝利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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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67 no. 6-7 要善於學習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9

Box 167 no. 8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 唐晓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67 no. 9 广东工人. 总第二十七、二十八期
中共广东省委工业交通政

治部

广东省总工会, 《广州工

人》杂志社
广州 : 《广东工人》杂志社, 1967

Box 167 no. 10 华国锋主席访问南斯拉夫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167 no. 11 华国锋主席访问伊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167 no. 12 革命史资料. 1986年第4期 (总第四期)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Box 167 no. 13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Box 167 no. 14 北京工人半月刊. 第二卷第六期 [中國] : [s.n.], 1950

Box 167 no. 15-16

关于建立伟大的领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决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

东选集》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67 no. 1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 一九六三年十月

二十六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

次会議上的讲话

周扬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168 no. 1 《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68 no. 2

目前國際形勢和我國外交政策 :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

十日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上的發

言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68 no. 3 反动阶级的"圣人": 孔子 杨荣国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5

Box 168 no. 4 私营企業重估財産調整資本参攷資料 : 增訂本 廣州 : 經濟導報廣州分社, 1951

Box 168 no. 5 立大志 展宏圖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60

Box 168 no. 6 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六年招考研究生有关資料 [中國 : s.n., 196-?]

Box 168 no. 7 中國預言 : 要知未來時局如何, 請看 衛大法師 香港 : s.n., 1951

Box 168 no. 8 溟乙 [中國] : [s.n.], 1956

Box 168 no. 9 凱歌歸 (第67期) [中國 : s.n.], 1959

Box 168 no. 10 凱歌歸 (第70期) [中國 : s.n.], 1959

Box 168 no. 11 凱歌歸 (第72期) [中國 : s.n.], 1959

Box 168 no. 12 凱歌歸 (第74期) [中國 : s.n.], 1959

Box 168 no. 13 凱歌歸 (第163期) [中國 : s.n.], 1959

Box 168 no. 14 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 周揚 [中國] : 新華書店, 1949

Box 168 no. 15-16 一定要繼續躍進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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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68 no. 17 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庆主要文件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7

Box 169 no. 1 論游擊戰 朱德 毛澤東 [中國] : 新華社, 1939

Box 169 no. 2 山西青年 (1979年第1期) [中國 : s.n.], 1979-

Box 169 no. 3 山西青年 (1979年第6期) [中國 : s.n.], 1979-

Box 169 no. 4 山西青年 (1979年第12期) [中國 : s.n.], 1979-

Box 169 no. 5 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 黎光 香港 : 工人文化出版社, 1948

Box 169 no. 6 政治協商會議文彙 学習知識社 香港 : 学習知識社, 1946

Box 169 no. 7 改變舊作風 太行武鄉光明劇團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169 no. 8 流着血战鬥 香港 : 中國學生叢刊社, 1948

Box 169 no. 9 烽火東北 香港 : 文叢出版社, 1937

Box 169 no.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0

Box 169 no. 11

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記要 (附英文譯本) Summary of 

the convers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epresntativ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上海 : 國際出版社, 1945

Box 169 no.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进日貿易机构及其他对外业务

机构 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export and import trade 

and organizations of other foreign busin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北京 : 中国国际貿易促进委员会, 1962

Box 169 no. 14-15 共産黨宣言 Marx, Karl 成仿吾; Engels, Friedrich 香港 : 中國出版社, 1949

Box 169 no. 16 工會工作者的思想修養與作風 : 第一輯 工人出版社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5

Box 170 no. 1 辯证唯物主义名词解释 黃恩安 刘栖梅 北京 : 通俗文物出版社, 1957

Box 170 no.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新華時事叢刊社 廣州 : 新華書店, 1950

Box 170 no. 3 諭人民民主專政 毛澤東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Box 170 no. 4 列寧、斯大林論國家 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170 no. 5

政府工作报告 :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

告

周恩来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5

Box 170 no. 6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講習所旧址紀念館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

講習所旧址紀念館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59

Box 170 no. 7 人民政協三大文献問答 : 附人民大憲章學習提綱 休文 廣州 : 正大書店, 1949

Box 170 no. 8 农村财务会计 (1988年第3期) 祈士元 北京 : 农村财务会计编辑部, 1988

Box 170 no. 9 农村财务会计 (1988年第4期) 祈士元 北京 : 农村财务会计编辑部, 1988

Box 170 no. 10 农村财务会计 (1988年第5期) 祈士元 北京 : 农村财务会计编辑部,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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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70 no. 11 农村财务会计 (1988年第6期) 祈士元 北京 : 农村财务会计编辑部, 1988

Box 170 no. 12 农村财务会计 (1988年第7期) 祈士元 北京 : 农村财务会计编辑部, 1988

Box 170 no. 13 农村财务会计 (1988年第8期) 祈士元 北京 : 农村财务会计编辑部, 1988

Box 170 no. 14 农村财务会计 (1988年第9期) 祈士元 北京 : 农村财务会计编辑部, 1988

Box 170 no. 15 无产階级专政学说发展概述 : (1844-1924年)

北京部队炮兵某個部理论组, 

南开大学历史系七四届工农

兵学员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5

Box 170 no. 16 青年工作必讀. 第二冊 青年出版社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170 no. 17 青年工作必讀. 第一冊 青年出版社編審部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170 no. 18-19 高等學校學生的學習和生活 李育英 子明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香港聯合發行

所, 1955

Box 171 no. 1 婦女文化課本 : 修訂本 武漢巿婦聯宣傳部 漢口 :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49

Box 171 no. 2
論解放區戰塲 :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國共

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報告
朱德 上海 : 解放社, 1949

Box 171 no. 3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 毛泽东 北京 : 新華書店, 1952

Box 171 no. 4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71 no. 5 新中國人民手冊 [中國] : [s.n.], 1949

Box 171 no. 6 下午茶點 岑樓 香港 :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196-?]

Box 171 no. 7 毛澤東自傳 : 中國人民偉大領袖 香港 : 新廣東出版社, 1949

Box 171 no. 8 开展对外貿易为国家社會主义工业化服务 廣州 : 廣州出口物資展覽交流會, 1956

Box 171 no. 9 兵略雜誌 : 第三十四期 本校三十週年校慶特刊 李震 凤山 : 黃埔出版社, 1945

Box 171 no. 10 統一社会党草案とその解說 民主社会主義連盟 東京 : 社会思潮社, 1955

Box 171 no. 11 世界报刊、通讯社、电台译名手冊 : 翻译参考资料 辛华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63

Box 171 no. 12
論共産黨員的修養 : 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在延安馬

列學院的演講
劉少奇 上海 : 新華書店, 1949

Box 171 no. 13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 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議討論紀要, 1965

年1月14日

[中國] : [s.n.], 1965

Box 171 no. 14 我们伟大的毛主席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1969

Box 172 no. 1 林彪副主席題詞 林彪 [中國 : s.n., 196-?]

Box 172 no. 2 Why can China's red political power exist?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3

Box 172 no. 3
中共研究資料展覽 Chinese Communist research 

materials exhibition
[中國 : s.n.,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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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72 no. 4
Voice from China : summary of an open letter to Mao 

Tse-Tung
Hong Kong : China Viewpoint, [196-?]

Box 172 no. 5 Price reform : 中国简况价格改革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1990

Box 172 no. 6-7
The Hindu marriage act:  passed by Parliament on May 5, 

1955 : a summary
Women's Department

New Deli : All India Congress Committee 

(Publication Department), 1956

Box 172 no. 8 Women and the election Women's Department
New Deli : All India Congress Committee 

(Publication Department), 1956

Box 172 no. 9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 一九七

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3

Box 172 no. 10
认真学习继续前进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

四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3

Box 172 no. 11 中共年報 : 目錄樣本 1976 [中國] : 中共研究雜誌社, 1976

Box 172 no. 12 時事手冊. 22 時事手冊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72 no. 13 毛主席語錄譜曲選. 第二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172 no. 14 毛主席語錄譜曲選. [第1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172 no. 15 English-Chinese conversation 英中對話 北京 : 外文出版社, 1958

Box 172 no. 16 票據法 :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公佈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0

Box 172 no. 17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黨 : 附：中國共産黨黨章 毛泽东 香港 : 香港正報出版社, [196-?]

Box 172 no. 18 宣傳員半月刊. 9 「宣傳員」編委會 漢口 :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72 no. 19 宣傳手冊 (v. 1) 宣傳手冊社 天津 : 知識書店, 1951-

Box 172 no. 20 宣傳手冊 (v. 2, 4-5) 宣傳手冊社 天津 : 知識書店, 1951-

Box 173 no. 1 培养为社会主义事業忠誠服务的劳动知識青年 青年团中央学校工作部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Box 173 no. 2-3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第1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73 no. 4-5
和平民主統一建國之路 : 中國民主同盟重要文獻 

(一)
民憲出版社 香港 : 民憲出版社, 1946

Box 173 no. 6
中越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 中国党政代

表团访问越南文件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73 no. 7 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預算的报告 財政出版社 北京 : 財政出版社, 1957

Box 173 no. 8
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 : 1958年2月10日在第

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議上的講話
周恩來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Box 173 no. 9 苏共領导联印反华的真相 人民日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173 no. 10 人民公社專輯 香港 : 三聯書店, 1958

Box 173 no. 11 中國一斑 中華書局 香港 : 中華書局,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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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73 no. 1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给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73 no. 1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73 no. 14-15 三大憲章學習手冊 葉明華 上海 : 實用出版社, 1949

Box 173 no. 16 大規模經濟建設講話
新華通訊社. 地方新聞編輯

部
漢口 : 中南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74 no. 1
"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党"在領導農村社会主

义革命中的一部有歷史意义的文献
逄先知 北京 : 学習雜誌社, 1956

Box 174 no.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六講 北京市民主婦女聯合會
北京市憲法草案討論委員會

宣武區分會
北京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4

Box 174 no. 3 偉大領袖 偉大號召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174 no. 4 一個活捉六十個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華

南工作委員會. 宣傳部
廣州 : 青年出版社華南營業處, 1950

Box 174 no. 5 毛澤東選集介紹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74 no. 6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屆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文件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6

Box 174 no. 7-8 中英對照福建省地圖 : 地形版 香港 : 大中書局, [196-?]

Box 174 no. 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74 no. 10

政府工作報告 :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

三日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4

Box 174 no. 11
政府工作报告 :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74 no. 12 關於重慶談判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0

Box 174 no. 13-14 西藏問題 香港 : 三聯書店, 1959

Box 174 no. 15
政府工作报告 :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在第二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議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74 no. 16-1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74 no. 18
政治报告 : 1956 年1 月30 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协商

会議第二屆全國委員会第二次全体会議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74 no. 19 必须重视侨务工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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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74 no. 20-27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來，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

狗！ : 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175 no. 1-2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議关于中

央委員的工作报告的决議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

向第八屆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的工作报告

刘少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175 no. 3 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0

Box 175 no. 4 人民日報思想评论 : 第一集 人民日報 北京 :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72

Box 175 no. 5
政府工作报告 :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議上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75 no. 6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中国共产党. 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75 no. 7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

军战斗力
韦国清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175 no. 8 关于目前國际形势、我國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問題 周恩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75 no. 9 關於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的報告 薄一波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3

Box 175 no. 10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75 no. 11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第3集)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9

Box 175 no. 12
卖花姑娘 : 根据不朽名作《卖花姑娘》改编革命歌

剧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Box 175 no. 13
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草案) : (1956年1

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75 no. 14 新中國的工商政策 方潮聲 香港 : 南方論壇社, 1949

Box 175 no. 15 黃华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175 no. 16 罪恶的旧社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175 no. 17 纪念白求恩 : In memory of Norman Bethune 毛澤東 陈文伯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66

Box 175 no. 18 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175 no. 19 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75 no. 20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

Box 176 no. 1-2 不列顚的地方政府 文心 [中國] : [s.n.], 1953

Box 176 no. 3 戈壁滩变綠洲 New oases in the Gobi 方向 北京 : 解放軍画报社, 1956

Box 176 no. 4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 美术作品选 人民美术出版社編辑室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176 no. 5 和平不在空談 香港 : 美國新聞處, [196-?]

Box 176 no. 6-7 青年近衛軍 : 電影劇本上集 法捷耶夫 吳輝揚, 陶錫琪 上海 : 南方影業公司,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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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76 no. 8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

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中國 : s.n., 196-?]

Box 176 no. 9 学習林副主席政治报告的参攷提綱 [中國] : [s.n.], 1969

Box 176 no. 10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海外政治处工作通讯 : 一九

六五年七月号
香港 :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翻印, 1965

Box 176 no. 11
Communist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recent phase :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Halpern, Abraham M. 

(Abraham Meyer), 1914-1985

California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6-?]

Box 176 no. 12 党的生活丛刊 (1979年第1輯)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176 no. 13 党的生活丛刊 (1979年第2輯)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176 no. 14 党的生活丛刊 (1980年第2輯)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176 no. 15 智取威虎山 新华通訊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177 no. 1 中国兒童. 1959 秋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

員会

北京 :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員会, 

1959

Box 177 no. 2 在和平的陽光下 Under the sunshine of peace 中國福利會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6

Box 177 no. 3 朝鮮的化学工业 平壤 : 外國文出版社, 1962

Box 177 no. 4 紅灯記 : 革命现代京剧(水粉画)
《解放日报》美术通讯员,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
上海 : 上海市出版革命组, 1970

Box 177 no. 5 新編京劇潯陽樓 嚴樸 香港 : 藝美圖書公司, 1956

Box 177 no. 6 京劇選 譚富英 香港 : 藝美圖書公司, 1957

Box 177 no. 7 自由大合唱 史惟亮 香港 : 自由出版社, 1951

Box 177 no. 8 春城昆明 香港 : 香港影藝出版社出版, 1959

Box 177 no. 9 大寨新景 李济远 任启, 徐希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177 no. 10 速写选集 : 欢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幵 人民美术出版社 編辑室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177 no. 11 铜墙铁壁 : 現代美术作品介紹 陕西省美术创作組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177 no. 12 工农兵大学生美术作品选 : 浙江美术学院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177 no. 13 青年版画选 : 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 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政治部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177 no. 14 繪画 : 广东場博物館藏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65

Box 181 no. 1 瑟瑟和我 胡肖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181 no. 2 买马的故事 梁克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81 no. 3 红缨大刀 張士杰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Box 181 no. 4 篝火燃烧的时候 袁鷹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4

Box 181 no. 5 讲给少先队员听 柯岩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81 no. 6 小八將 郭澄清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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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81 no. 7 少年兒童隊工作手册 : 第一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河

北省委員會少年兒童部
保定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81 no. 8 愛我們的旗 黃雨 香港 : 新少年出版社, 1949

Box 181 no. 9 大寨的孩子们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181 no. 10 仇恨 母成玉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81 no. 11 浙东的孩子 崔前光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81 no. 12 夏天耒了 刘厚明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82 no. 1 幼苗 广西中小学教材編写组 广西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82 no. 2 神笛手 欧阳翠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Box 182 no. 3 好八连的新故事 杨尧琛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82 no. 4 喧闹的森林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Box 182 no. 5 生命迸行曲 方宗熙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Box 182 no. 6 王孝和的故事 木可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182 no. 7 老红军的本色 李楚城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82 no. 8 冰上笑声 张賢久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82 no. 9 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 周世钊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7

Box 182 no. 10 一个盲人走过的路 夏晔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82 no. 11 不怕冷 : 故事谜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82 no. 12 小虎子 新少年报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83 no. 1-2 毛主席去安源秋收起義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

Box 183 no. 3 唐山人民心向毛主席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3 no. 4 海燕展翅 徐英杰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3 no. 5 一袋金币 Twain, Mark 王根泉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

Box 183 no. 6 西双版纳的故事 刘治贵
四川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人民美術出版

社, 1978

Box 183 no. 7 一封平信
上海越剧团《乡邮员》創作

组, 包文俊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3 no. 8 雪原前哨 高陈 张光武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3 no. 9 江畔朝阳. 一 郑加真 《江畔朝阳》连环画创作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83 no. 10 陈玉成 刘征泰 董阳声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3 no. 11 主课
广西壯族自治区《主课》创

作组, 祖言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3 no. 12 雷鋒的少年时代 刘含真改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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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83 no. 13 红光礁夜战 邬盛林 睢谷寒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3 no. 14 紅岩 : 根据罗广斌、楊有益同名小說改編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3

Box 184 no. 1 白求恩 吴文焕 胡克文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84 no. 2 神勇的偵察队 知俠 胡映西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84 no. 3-4 激流勇进 胡万春 楊根相, 胡克文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4

Box 184 no. 5 高机與吳三春 古塞 李斯 廣州 : 藝術画报社, 1959

Box 184 no. 6 千万不要忘記 : 上海市青年話剧团演出 丛深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4

Box 184 no. 7 年青的一代 陈耘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84 no. 8 軍队的女儿 邓普 林頌英, 胡祖清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84 no. 9 洪泽湖上救亲人 徐景賢 赵吉南, 徐进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84 no. 10 新来的小石柱 : 下集 刘含真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7

Box 185 no. 1 灯伢儿 杨刚 吴文焕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85 no. 2 揭投降派宋江 : 《水浒》故事选编 任梅 《水浒》故事选编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6

Box 185 no. 3 浪子回头 楊駱 水天宏 廣州 : 藝術画报社, 1956

Box 185 no. 4 竹蜂战 王星北 王重义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85 no. 5 方腊起义 关履权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5 no. 6 杜鹃山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185 no. 7 郑成功收复台湾 李鲁 吴景希 福建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185 no. 8 斯大林萬歲 (1) 學林書店編輯部 上海 : 學林書店, 1953

Box 185 no. 9 斯大林萬歲 (3) 學林書店編輯部 上海 : 學林書店, 1953

Box 185 no. 10 斯大林萬歲 (4) 學林書店編輯部 上海 : 學林書店, 1953

Box 185 no. 11 十號風球下的大窩口 香港 : 新風出版社, 1969

Box 185 no. 12 「七・九」英雄頌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

Box 185 no. 13 水上交通站 江苏南通市创作办公室 沈行工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186 no. 1 董存瑞的故事 金革 林丹, 侯德剑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86 no. 2 班长探家 赵镇琬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186 no. 3 小篮中锋 方士杰 马元威 广西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6 no. 4 禾部长住院 屈虹 吉国祥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6 no. 5 虎口擒敌 郑谋梅 陈梅鼎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6 no. 6 金色的阿达 王洪波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186 no. 7 隋末农民起义 铁群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86 no. 8 朝阳沟 : 根据同名豫剧 武耀强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186 no. 9 江上笛鸣 长航局上海分局政宣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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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86 no. 10 海燕号归航 江俊桃 孙丽舫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6 no. 11 小向导 粟谦 张东平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6 no. 12 李白成起义 任梅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186 no. 13 难忘的战斗 : 上册 孙景瑞 竺少华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6 no. 14 猪八戒吃西瓜 包蕾 邓柯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

Box 186 no. 15 华佗 江苏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187 no. 1 十五貫 : 浙江昆剧团演出 朱素臣 浙江省《十五貫》整理小组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

Box 187 no. 2 黑三角 晓黎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78

Box 187 no. 3 金绣娘 金伯弢 王纯言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7 no. 4 新媳妇 柯大战 武英惠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187 no. 5 商鞅变法 佩君 赵宏本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7 no. 6 山村枪声 木青 胡水生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7 no. 7 奇怪的骆驼蹄印 张绍旻 福明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7 no. 8 大泽烈火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大泽

烈火》编写组, 戴敦邦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7 no. 9 南海渔工
海康县乌石渔业大队革委

会
单柏钦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187 no. 10 女交通 余松岩 丁国联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7 no. 11 草原红哨 汪海涛 金坚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7 no. 12 红日 文飄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4

Box 187 no. 13 老槐树的秘密 王希平 徐斌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7 no. 14 沙石峪
唐山地区《沙石峪》连环画

创作组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87 no. 15 沸腾的群山 : 第三集 李云德 李兴柞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88 no. 1 深山猎狐 王禾元喜 陈关龙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8 no. 2-5 红日 吴强 王星北, 汪观清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88 no. 6 纳新 华杉 马卫路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6

Box 188 no. 7 看瓜 张林泉 陈寓中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6

Box 188 no. 8 血染战旗红 : "槍硬骨头六连"之歌(一) 童孟侯 金奎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8 no. 9 農村婦女譜戰歌 : 僻壤寒村湧熱流 香港 : 新風出版社, 1969

Box 188 no. 10 跟踪追击 安忠民 辛生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88 no. 11 民兵的儿子 : 根据封壯的故事《小山鷹》改编 李非庸 罗国贤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88 no. 12 燎原 陈澈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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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88 no. 13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李夢斗 盛煥文 天津 : 天津美朮出版社, 1959

Box 188 no. 14 草原雄鷹 龙文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5

Box 189 no. 1 春满月台 廖红雷 黃菊芬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89 no. 2 先秦法家人物故事选 丁斌曾,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89 no. 3 淝水之战 黎文 邹越非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Box 189 no. 4 迎春展翅
上海港工人业余写作组, 仇

德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89 no. 5 夷陵之战 费成康 施大畏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89 no. 6 风暴 金山 费声福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189 no. 7 碧海长缨 田耕 庞泰嵩 广西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89 no. 8 虹南作战史 : 一

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

组, 上海县《虹南作战史》

连环画创作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89 no. 9 伽利略 亦名 胡克礼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89 no. 10 馬老太太 楊兆麟 王左英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1

Box 189 no. 11-12 拾金不昧的故事 甘礼乐 汪継声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4

Box 189 no. 13 雪娘 志学文 任率英 廣州 : 晋藝出版社, [196-?]

Box 189 no. 14 鮑不平 南潔池 刘仲文 石家庄 : 冀美出版社, 1959

Box 190 no. 1 暴风雨所誕生的 : 上 Ostrovsky, Nikolay 鍾志坚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1

Box 190 no. 2 暴风雨所誕生的 : 中 Ostrovsky, Nikolay 鍾志坚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1

Box 190 no. 3 暴风雨所誕生的 : 下 Ostrovsky, Nikolay 鍾志坚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1

Box 190 no. 4 园丁之歌 : 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供稿 长沙市文艺工作团, 柳仲甫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190 no. 5 济公大閙丞相府 張帆 張春峰, 芷杞 石家庄 : 冀美出版社, 1959

Box 190 no. 6 宝籃井 海蒂 陆敏 沈阳 : 辽宁画报社, 1959

Box 190 no. 7 釵頭鳳 張國珍 錢笑呆 廣州 : 藝術画报社, 1959

Box 190 no. 8 清风亭 郭策 康学武 沈阳 : 辽宁画报社, 1958

Box 190 no. 9 金鸡 阳湧 曾景初 天津 : 天津美朮出版社, 1959

Box 190 no. 10 新唱歌 楊熙曾 上海 : 上海北新書局, 1953

Box 190 no. 11 南瓜岭 宗靜風 上海 : 風云出版社, [196-?]

Box 190 no. 12 英勇的砲艇 黃一德 上海 : 新美術出版社, 1954

Box 190 no. 13 童年 : 高尔基故事之一 Gorky, Maksim 董洪元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3

Box 191 no. 1 海上侦察兵 章明 王良莹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91 no. 2 小啄木鸟的故事 符世深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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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91 no. 3 灰耳朶小羊 任梅 张平良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

Box 191 no. 4 游戏宮 林颂英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91 no. 5 雨中伏擊戰 劉新 詠時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191 no. 6-7 秦始皇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191 no. 8 草原上的鷹 杨啸 官其格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5

Box 191 no. 9-11 無私無畏的戰士─年四時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191 no. 12-13 一心一意爲革命的戰士 : 王杰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191 no. 14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上海市新闻出版系统槍五・

七 干校《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创作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1 no. 15 飞机是怎样上天的 : 中国人民解放军7332部队供稿 包司羊 黃三才 广西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2 no. 1 乡村騎士 維尔加 王央乐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92 no. 2 我不能死 克里山・錢达尔 严紹端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92 no. 3 焦裕禄和孩子们 程逸汝 倪绍勇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92 no. 4 红色小号手 黎汝清 潘晋华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92 no. 5-6 伤逝 : 涓生的手记，根据鲁迅同名小说 任伍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

Box 192 no. 7 放鸭 費品芳 周正明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92 no. 8 小小交通警 张茂秋 陈菊仙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0

Box 192 no. 9 曹操巡夜 张习孔 朱光玉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192 no. 10 人民選舉好縣長 秋毫 蘇光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3

Box 192 no. 11 汽笛长鸣 罗克志 刘念 湖北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2 no. 12 画皮 程十髮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6

Box 192 no. 13 奇妙的陷阱 楊永青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192 no. 14 罗盛敎 王美琪 流萍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192 no. 15 我要读书 高玉宝 华三川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92 no. 16 好孩子 : 二 张乐平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92 no. 17 学徒生活 杨新富 陈剑英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92 no. 18 小医生 张茂秋 杨文秀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

Box 192 no. 19 桑葚红了 柏才兴 陈清之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2 no. 20 欢乐的牧场 : 科学童话 吴珹 石家庄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92 no. 21 爱清洁 讲卫生 张秋生 杨文义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92 no. 22 戰鬥英雄故事. 第二本 黃山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93 no. 1 唐代三大詩人詩选 邢汶若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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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93 no. 2 紅色少年 (第1集)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9

Box 193 no. 3 紅色少年 (第2集)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9

Box 193 no. 4 红小兵 (8期)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93 no. 5 红小兵 (9期)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93 no. 6 红小兵 (10期)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93 no. 7 红小兵 (11期)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193 no. 8 小刺猬盖房子 青野 姜成安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193 no. 9 骄傲的小花猫 紫辰改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93 no. 10-11 东郭先生和狼 张岳健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93 no. 12 队里添了新机器 胡鹏南 俞理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3 no. 13 印度，我們永远不会忘記你 严文井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193 no. 14 万景台 : 金日成元帥的幼年少年时代 韓雪野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7

Box 193 no. 15 綠色的远方 胡奇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193 no. 16 列宁的故事 松群 洪季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7

Box 194 no. 1 岩龙和小明 杨美清 孙愚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4 no. 2 牛市的战斗 奋永 李昌柏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4 no. 3 我的大学 : 高尔基故事之三 Gorky, Maksim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2

Box 194 no. 4 夜闯九曲沙 余松岩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94 no. 5 那拉氏 杨新 北 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94 no. 6 消息树 忠坚原 陈南藻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94 no. 7 破敌堡 : "变天记"之四 張雷原 可蒙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94 no. 8 第二个春天 : 上海电影制片厂供稿 刘川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4 no. 9 战上海 群力 林凱新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94 no. 10 話家史 樹新風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

Box 194 no. 11 草原铁骑 李宝柱 刘生展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94 no. 12 猎手 邵钧林 仇耀庭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194 no. 13 李白 王国安 高适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

Box 194 no. 14-15 張秋菊的故事 香港 : 三聯書店, [196-?]

Box 194 no. 16 剑山突围 马金保 龙远飞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4 no. 17 东海骨肉情
上海市洋渔业公司《东海骨

肉情》创作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4 no. 18 一家人 :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話剧二团演出 上海 : 人民美术, 1965

Box 195 no. 1 水心连 方楠 张友元, 宋宏刚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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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95 no. 2 刘华 许华炯 罗希贤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95 no. 3 春苗 : 上海电影制片厂供稿 赵志强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5 no. 4 万里送马 周志卓 龚建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195 no. 5 人老心红 : 上海电影制片厂供稿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创作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195 no. 6 摩托工人画册 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宣教部 香港 : 摩托車業職工總會, [196-?]

Box 195 no. 7 國慶紀念手册 : 1949-1958 港九工會聯合會 [中國] : 港九工會聯合會, [196-?]

Box 195 no. 8 居里夫人 夏阳 夏阳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95 no. 9 漁哥礁 王大鹏 陈林祥 石家庄 : 冀美出版社, 1959

Box 195 no. 10 鄭盈盈 景南 周先璞 廣州 : 藝術画报社, 1959

Box 195 no. 11 红梅 : 根据黃唐进同名小说改编 张永透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95 no. 12 打嚴嵩 葛英 蔣萍 廣州 : 藝術画报社, 1959

Box 195 no. 13 黎明的河边 峻青 顧炳鑫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95 no. 14 鉄弓緣 叶玉簫 高紅生 沈阳 : 辽宁画报社, 1959

Box 195 no. 15 任良泉 龙吟 李学忠 沈阳 : 辽宁画报社, 1959

Box 196 no. 1 太白醉酒 馮墨農 廣州 : 藝術画报社, 1959

Box 196 no. 2 天眼重开 唐梓桑 顧启桓 天津 : 天津美朮出版社, 1959

Box 196 no. 3 人民空軍破冰壩 嚴霜 盛亮賢 上海 : 華東人民出版社, 1952

Box 196 no. 4 涌泉珠 洪釗 沈文柯玲 沈阳 : 辽宁美朮出版社, 1959

Box 196 no. 5 雁鸿岭下 : 长春电影制片厂供搞 朱虹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96 no. 6 昆侖山上一棵草 孙青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3

Box 196 no. 7 鮮花朵朵 錢志清 上海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96 no. 8 麻达 蕭甘牛 李承秀 天津 : 天津美朮出版社, 1958

Box 196 no. 9 黑风山 来誦芬 张鹿山 石家庄 : 冀美出版社, 1959

Box 196 no. 10 搜書院 趙崇正 廣州 : 藝術画报社, 1959

Box 196 no. 11 一個美國兵 金雲 羅盤 [中國] : 勞動出版社, [196-?]

Box 196 no. 12 今天我休息 孙青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5

Box 196 no. 13 今天我休息 :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供稿 杨兆三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97 no. 1 延河畔的儿童团員 王积成 鈛运选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197 no. 2 列宁的故事 (v. 1) 任梅 杨克山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6

Box 197 no. 3 列宁的故事 (v. 2) 任梅 杨克山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6

Box 197 no. 4 我们看见的东西
小学低年级儿童读物创作小

组, 徐通潮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97 no. 5 英雄炸虎穴 : 根据"虎胆英雄只身炸狼窝"改写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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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97 no. 6-7 紅宝石 黎汝清 金根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3

Box 197 no. 8 狼 韓雪野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97 no. 9 我们爱劳动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97 no. 10 歌頌毛主席 4班学生集体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197 no. 11 贷郎与社员 青勃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

Box 197 no. 12 怎樣閱讀 周振甫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197 no. 13 四枝槍兒 杜澎 北京 : 三聯書店, 1951

Box 197 no. 14 应该这样做 邹世俊, 人民美術出版社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4

Box 197 no. 15 昨天 赵忠等 北京 : 朝花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197 no. 16 一条毛毯 林志常 任梅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197 no. 17 沙家浜 香港 : 文敎出版社, [196-?]

Box 197 no. 18 紅燈記 香港 : 文敎出版社, [196-?]

Box 197 no. 19 紅色娘子軍 香港 : 文敎出版社, [196-?]

Box 198 no. 1 小新看电影 张有德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98 no. 2 渔火 张岐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198 no. 3 接鞭记
姚穎华, 福建省京剧演出編

剧小組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198 no. 4 动脑筋爷爷 : 三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98 no. 5 玄奘 汪宏聲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4

Box 198 no. 6 魔鏡下的世界 小慧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9

Box 198 no. 7 叔叔，叔叔你们好！ : 儿童歌曲集 李贞华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98 no. 8 小狒狒历险记 孙幼忱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

Box 198 no. 9 小石匠 遼寧人民出版社 沈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

Box 198 no. 10 小孩子懂大事情 任溶溶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98 no. 11 王二小的故事 邢野 杨永青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98 no. 12 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 杨振文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98 no. 13 永生的刘胡兰 滕明道 楓嵐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7

Box 198 no. 14 骑虎勇士 萧崇素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198 no. 15 我们是姊妹兄弟 翁世榮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98 no. 16 以革命的名义 米・沙特罗夫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Box 198 no. 17 小咪和毛綫球 包蕾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198 no. 18 爲了人類的和平 哲安 香港 : 新少年出版社, 1951

Box 198 no. 19 聰明的小鴨子 艾・布拉依頓 李俍民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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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199 no. 1 黃継光 黎明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199 no. 2 荔枝蜜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99 no. 3 我也要戴红领巾 : 小学二年级补充读物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8

Box 199 no. 4 红色少年连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99 no. 5 头号大坏蛋 齐元甫 少友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199 no. 6 我们山里的小牧童 德拉戈・西理奇 梦海蔡汀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99 no. 7 郑成功收复台湾 方白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199 no. 8 方志敏伯伯在路畔村 罗宁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Box 199 no. 9 索朗爷爷 藺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199 no. 10 动脑筋爷爷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199 no. 11 一颗红心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199 no. 12 高士其伯伯故事 黃秋雲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199 no. 13 抗日戰爭時期的民兵故事 王西逵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3

Box 199 no. 14 赵信的春假 王世垣 重慶 : 重慶人民出版社, 1957

Box 199 no. 15 小妮兒 戴石明 上海 : 上海新兒童書店, [196-?]

Box 199 no. 16 李大釗和瞿秋白 呂健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1

Box 200 no. 1 我的弟弟槍"小夢卜头" 宋振苏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0 no. 2 猪八戒新传 包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0 no. 3 破除迷信的为什么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0 no. 4 我們愛科学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3

Box 200 no. 5 我們是真正有志氣的人 田地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2

Box 200 no. 6 天空中的为什么 少年儿童出版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0 no. 7 劳动人民的好儿子雷锋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00 no. 8 车 黃廷元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0 no. 9 找红军 魯彥周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00 no. 10 朱德同志的故事和传说 凌峰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Box 200 no. 11 楊靖宇小时侯的故事 楊歌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8

Box 200 no. 12 高加索的俘虏 : 往事 列・托尔斯泰 楼適夷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7

Box 200 no. 13 从小就听党的话 : 新儿歌集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00 no. 14 一颗红心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00 no. 15 小泽当打豺狼 聪聪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201 no. 1 朱总司令的故事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9

Box 201 no. 2 新兒童劇 樓克恭 杭州 : 中國兒童書店,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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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01 no. 3 毛主席派人来了 陈伯吹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201 no. 4 幼苗茁壯 寶玉柱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6

Box 201 no. 5 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發明家 黃永年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201 no. 6 鉛笔─我们的好朋友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1 no. 7 答幻想飞向星星的孩子 文有仁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01 no. 8 机械玩具 林有禹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01 no. 9 小花鹿 张建华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

Box 201 no. 10 战斗的越南 许行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01 no. 11 英雄的古巴 路伟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1

Box 201 no. 12 孩子們在战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01 no. 13 李四光的故事 杨世铎 房树民, 郑延慧 [中國]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Box 202 no. 1 翹尾巴的火鸡 勒・班台萊耶夫 草嬰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202 no. 2 快樂的老神仙 : 芬蘭槍卡列伐拉 的故事 艾・阿爾瑪 嚴大椿 [中國] : 兒童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202 no. 3 牧猪人
安徒生 Andersen, H. C. 

(Hans Christian)
葉君健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5

Box 202 no. 4 皇帝的新裝
安徒生 Andersen, H. C. 

(Hans Christian)
葉君健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5

Box 202 no. 5 醜小鴨
安徒生 Andersen, H. C. 

(Hans Christian)
葉君健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5

Box 202 no. 6 二千里行军 黑黎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5

Box 202 no. 7 第五套儿童广播体操手册 人民体育出版社 北京 :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73

Box 202 no. 8 钢笔行书字帖 上海 : 上海东方红書畫社, 1970

Box 202 no. 9 飞行员 謝础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Box 202 no. 10 少年畫報 : 第二輯 少年畫報編輯部 香港 : 少年畫報社, 1969

Box 202 no. 11 熱愛科學，建設祖國！ 中子 广州 : 新少年出版社, 1953

Box 202 no. 12 中国兒童. 1958春
中國人民保衞兒童全國委

員會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02 no. 13 兒童世界 : 第三十卷第八期(新十四號) 徐應昶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33

Box 202 no. 14 華僑学生 : 第八期 曼谷 : 華僑學生社, 1946

Box 202 no. 15 少年畫報 : 第一輯 少年畫報編輯部 香港 : 少年畫報社, 1969

Box 202 no. 16 唱一唱北京 袁鷹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02 no. 17 海的女儿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Box 202 no. 18 找敵人的脚印 伊・史塔紐克 劉芭 上海 : 兒童讀物出版社,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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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02 no. 19 丘克和蓋克 阿・蓋逹尔 李俍民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203 no. 1 小布头奇遇记 孙幼軍 沈培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3

Box 203 no. 2 神笔马良 洪汛涛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03 no. 3 知了借糧 拉豐戴納 倪海曙 上海 : 兒童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203 no. 4 陶奇的暑期日記 冰心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203 no. 5 正楷活页字帖 : 第一集 上海 : 上海东方红書畫社, 1971

Box 203 no. 6 飛入高空的火箭船 馬麗・妞拉斯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203 no. 7 震撼人心的午夜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03 no. 8 幸福的园地 謝竟成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7

Box 203 no. 9 聪明的兔子 左可国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03 no. 10 智慧花 : 獨幕童話劇 曉城 上海 : 兒童讀物出版社, 1956

Box 203 no. 11 非洲民间故事 陆卯君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Box 203 no. 12 五四运动 沈起煒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Box 203 no. 13 雪莲花 汪承栋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3 no. 14 屋子里的为什么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3 no. 15 地上的为什么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3 no. 16 房屋 杨謀一知 龔韵文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3 no. 17 草原儿童团 刘凤仪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3 no. 18 日历 梁泊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3 no. 19 动脑筋爷爷 : 三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4 no. 1 动脑筋爷爷 : 二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4 no. 2 什么好, 什么不好 秦榛 [中國] : [s.n.], 1965

Box 204 no. 3 我們的助手 阿・魯立耶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204 no. 4 好同桌 郑开慧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4 no. 5 虎口拨牙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国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04 no. 6 雪山上的号手 赵骜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Box 204 no. 7 卖鱼送信 : 根据李敬一著同名小说改編 湖北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204 no. 8 战冰冻 肖育轩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04 no. 9 胜利 : 越南南方儿童斗爭故事 鍾绍幼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04 no. 10 小雪花 梁上泉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04 no. 11 半夜鸡叫 : 根据高玉宝原著改编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04 no. 12 书包 安伟邦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04 no. 13 山野探宝记 汪嘉熙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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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04 no. 14 毛澤東的童年故事 : 小学三四年級用 袁昂編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2

Box 204 no. 15 越南少年儿童画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204 no. 16 雪里金刚 浩然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9

Box 204 no. 17 毛主席和槍紅孩子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8

Box 204 no. 18 富饒的華南 王祥珩 香港 : 新少年出版社, 1951

Box 204 no. 19-20 蔣家王朝的罪行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04 no. 21 綠色的回忆 张梅溪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05 no. 1 三个调皮蛋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05 no. 2 小加姆的故事 音勻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05 no. 3 石头娃子 廖振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205 no. 4 陈毅在贛南 杨尚奎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Box 205 no. 5 毛主席的红卫兵

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市三十一

中《毛主席的红卫兵》编写

组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6

Box 205 no. 6 古代埃及孩子的一天 米・馬吉耶 錢君森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7

Box 205 no. 7 兒童城的故事 F.奧斯勒 香港 : 友聯出版社, 1954

Box 205 no. 8 沙海綠原 宋政厚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Box 205 no. 9 志願軍英雄故事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06 no. 1 激战狼牙山 河北易县文化馆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206 no. 2 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206 no. 3 小白兔报伩 小晓 广西 :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206 no. 4 李秀成 錢長齡 上海 : 三民圖書公司, 1949

Box 206 no. 5 灰圈記 李行道 楊文 廣州 : 藝術画报社, 1959

Box 206 no. 6 中國的世界第一 : 第三册 大公報出版委員會 上海 : 上海大公報, 1951

Box 206 no. 7 达吉和她的父亲 高缨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206 no. 8 十五貫 匡荣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206 no. 9 鋼鉄运輸兵 黃悌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2

Box 206 no. 10 洪湖赤卫队 梅少山 高援改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4

Box 206 no. 11-13 鋼鐵戰士─麥賢得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06 no. 14 一個高尚的人 : 澳門同胞活用毛澤東思想故事
澳門美術工作者協會連環圖

小組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06 no. 15 麻雀和狐狸 : 根据保加利亚民间故事改编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207 no. 1 白求恩在中国 钟志诚 辽宁 :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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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07 no. 2 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207 no. 3 二娃子 张乐平 唐弢, 1913-1992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7 no. 4 日出之前 高山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207 no. 5 小冬木 呂远 董洪元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207 no. 6 漁女春秋 郭同江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4

Box 207 no. 7 谁毛了尾巴 鲁克 丁午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

Box 207 no. 8 采蘑菇 : 根据湖南同名皮影戏 自强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207 no. 9-11 人民的好兒 : 劉英俊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07 no. 12 老青松和小山鹰 : 根据同名民间故事 钟高渊 王小明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207 no. 13 一条海鲫鱼 朱人民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207 no. 14 赶猴子 邓小飞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207 no. 15 朱总司令的故事 杜文勇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207 no. 16 爱民井 黃亦波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207 no. 17 采蘑菇 : 根据同名皮影戏改編 岑嫒贞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8

Box 207 no. 18 承宮求学 严俊期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07 no. 19
白鴿的秘密 : 根据龙川黎咀木偶剧团同名木偶剧改

编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207 no. 20 花喜鹊 浩然 王计祥 河北 :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207 no. 21 人民選舉好縣長 秋毫 蘇光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3

Box 207 no. 22 天文知识 上海市少年宮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207 no. 23 李时珍采葯 陆谷苇 北京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9

Box 208 no. 1 在丛林中 阿拉米列夫 邱鉄耕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Box 208 no. 2 梦二先生 任梅改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208 no. 3 林海哨声 杨仰秋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208 no. 4 李自成反儒斗争小故事 施钟进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208 no. 5 托爾斯泰的故事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08 no. 6 巧妙的游击战 黎鴻岭 松柳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1965

Box 208 no. 7 冰凌花 林青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08 no. 8 霧都报童 陆扬列 冰夫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

Box 208 no. 9 小武工队员 江峻风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7

Box 208 no. 10 小砍刀的故事 勤耕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08 no. 11 越南儿章小說选 裴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09 no. 1 中國五十年 孟超 香港 : 智源書局,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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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09 no. 2 红领巾巧遇好八连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09 no. 3 先鋒歌 郭沫若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09 no. 4 爸爸 牛耕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9 no. 5 钓鱼 祝家申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9 no. 6 第一次战斗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209 no. 7 过去的日子 罗军 王亦秋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9 no. 8 忠实的小助手 董惠群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09 no. 9 小公雞歷險記 賀宜 嚴折西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6

Box 209 no. 10 飞 严慧 韩密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09 no. 11 船长的儿子 郑幵慧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09 no. 12 勇敢的红领巾 陈梦海 汪福民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9 no. 13 诚实的孩子 謝其规 朱延龄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9 no. 14 硬骨头 費禮文 俞理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9 no. 15 手 巴金 燕平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09 no. 16 大师兄和小师弟 沈虎根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10 no. 1 王杰的故事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10 no. 2 葵花儿 张庆田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10 no. 3 苦难的童年 丁力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10 no. 4 密蜂的故事 王敬东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10 no. 5 金色的小蜜蜂 杉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10 no. 6 南南 吉学沛 丁浩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10 no. 7 打豪猪 普飞 林熹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10 no. 8 王洛古爷爷 霞光 韩伍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6

Box 210 no. 9 鉄路老工人 鄂华 范生福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10 no. 10 韓梅梅 馬烽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10 no. 11 红林和半斤芝麻 浩然 毛震耀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10 no. 12 刀 謝其规 丁浩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10 no. 13 山岡上的星 任大霖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Box 210 no. 14 人和水 卢鸿刘元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

Box 210 no. 15 小鉄脑売遇险记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10 no. 16 在青草茵茵的路上 費枝 毛用坤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3

Box 211 no. 1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故事 蔡景峰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Box 211 no. 2 从小学雷锋 庄之明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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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11 no. 3 作文知识讲话 刘厚明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Box 211 no. 4 雪花飄飄 楊朔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3

Box 211 no. 5 游击学校 张麟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11 no. 6 儿童团的故事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11 no. 7 为革命勤奋学镸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11 no. 8 兵娃 贾平凹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7

Box 211 no. 9 守魚篓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211 no. 10 英雄的古巴 : 增訂本 路伟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211 no. 11 崇明围垦散记 燕平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12 no. 1 铁娃娃 李伯宁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12 no. 2 米秋林的故事 : 小學高年級用 袁昂 上海 : 商務印書館, 1950

Box 212 no. 3 桥 张伯文 毛震耀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12 no. 4 看邮栗 邵幼 张之凡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12 no. 5 工业花开朵朵红 申瑋 李志华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5

Box 212 no. 6 歷史故事 (第1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7 歷史故事 (第2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8 歷史故事 (第3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9 歷史故事 (第4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10 歷史故事 (第5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11 歷史故事 (第6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12 歷史故事 (第7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13 歷史故事 (第8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14 歷史故事 (第9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15 歷史故事 (第10集) 馬來西亞 : 曙光出版社, [196-?]

Box 212 no. 16 船 黃廷元 上海 :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12 no. 17 号子嘹亮 边风豪 包裕成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213 no. 1 The railway guerrillas Hsia, Chih Tung, Tse-we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13 no. 2 As evergreen as the fir : a love story of ancient China Chen, Shao Wu, Ting-ku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Box 213 no. 3 Big  lin and little lin Zhang, Tiany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3 no. 4 The story of little black horse Yuan, Ji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Box 213 no. 5 The heavenly maid and the mortal Wang, Hung-l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3 no. 6 A strange journey Yan, Wenjing Chang, Tsai-hsueh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7

Box 213 no. 7 The forsaken wife : a Chinese folklore Sheng, Chiang Chien, Hsiao-ta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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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13 no. 8 The Western chamber Hong, Zengling Wang, Shu-hu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Box 213 no. 9 Commander Yang's young pioneers Guo, Xu Fan, Yi-hsi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13 no. 10 Prairie wind Pai, Ai Sze, Chi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Box 213 no. 11 The shepherd boy Hai Wa Hua, Sh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4

Box 213 no. 12 Guide to Calcutta : see India

Delhi :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57

Box 214 no. 1 The Piece of Chuang Brocade Hsiao, Kan-niu Chi, Chih-his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4 no. 2 Chu Yuan Tung, Tse-wei Liu, Tan-Tse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7

Box 214 no. 3 I've done a good job Hu, Yi-chung Hu, Ye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Box 214 no. 4 The riverside pavilion Kuan, Han-ching Wu, Po-ch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4 no. 5 The wooing of Sodnam Drolma Wu, Kuang-yu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Box 214 no. 6 The summer holidays Wu, Hu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4 no. 7 The Fox Guan, Hua Yen, Keh-f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4 no. 8 The kid and I Yang, Pek-ken Chen, Ching-chih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4 no. 9 The cock crows at midnight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Box 214 no. 10 The peasant and his horse Lu, Ping Liu, Hsiu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4 no. 11 Going to School Hua, Ku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5

Box 214 no. 12 The old messenger Chun, Ching Wu, Chao-hsiu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Box 214 no. 13 A lazy girl's wish Shen, Yung-ken Han, wu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4 no. 14 The minister and the general Li, Xi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Box 214 no. 15 The  old man  Spring Hsiao, Kan-niu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Box 214 no. 16 Li Lung the Deer-stalker Wu, Chi-yao Feng, Jo-me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7

Box 214 no. 17 The horse-headed fiddle Chi, Chih-His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7

Box 215 no. 1 Commander Yang's young pioneers Guo, Xu Fan, Yi-hsi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15 no. 2 Going to School Hua, Ku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5

Box 215 no. 3 My childhood Wang, Chuan Yuan, His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5 no. 4 The two boys Ho, Kung-chao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5 no. 5 The peasant and his horse Lu, Ping Liu, Hsiu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5 no. 6 Young carpenter Lu Pan Fan, Ching Hsu, Cheng-pi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3

Box 215 no. 7 Our home is the grassland Chang, Mei-his Yen, Mei-huh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5 no. 8 The shepherd and the dragon Yang, Shih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5 no. 9 The shot-gun Jen, Ta-hsing Wang, Xingbe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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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15 no. 10 A little Chinese martyr Poon, Joseph S Hong Kong : Chyang Wei Press, 1953

Box 215 no. 11
Two hundred plus one dozen years : calendars covering 

the years 1800 through 2012
Searls, Guy Hong Kong : Guy Searls, 1969

Box 215 no. 12 Immortal hero Yanh Ken-sze Hao, Wang Fan, Y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Box 215 no. 13 The East Sea's gift Pao, Wei-hsiang Chao, Pai-sh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15 no. 14 Kao's Boyhood Kao, Yu-pao Hsu, Kuang-yu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5

Box 215 no. 15 Reconnaissance across the Yangtse Shen, Mo-chun Cheng, Cha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Box 216 no. 1 半边树 仇重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7

Box 216 no. 2 割掉鼻子的大象 迟叔昌 于止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6

Box 216 no. 3 黑寶寶 JI 班台萊耶夫 李俍民 上海 : 新兒童書店, 1951

Box 216 no. 4 人民公社游記 亦楊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Box 216 no. 5 "小伞兵"和"小刺猬"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3

Box 216 no. 6 雅库特猎人 王更生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7

Box 216 no. 7 黎达动物故事集 严大椿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0

Box 216 no. 8 黑龙号失踪 王囯忠 上年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16 no. 9 失去的記忆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16 no. 10 "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員們 刘知俠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9

Box 216 no. 11 海港 : 革命現代京劇 王良莹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217 no. 1-3 向阳院的故事 徐瑛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Box 217 no. 4 刘胡兰 《刘胡兰》创作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217 no. 5 柳下跖痛斥孔老二 施钟迸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217 no. 6 刘文学 袁鷹 楼家本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5

Box 217 no. 7 点金术 任梅 石呈虎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217 no. 8 邱少云 房亚 上海 : 新書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1977

Box 217 no. 9 大番茄 普紅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217 no. 10 母鸡换枪 田禾 湖北 :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217 no. 11 美丽的空想家 姜成安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217 no. 12 小斑马回来了 赵书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8

Box 217 no. 13 从小鍛炼身体好 学前街幼儿园 魯兵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217 no. 14 董存瑞 明杨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

Box 217 no. 15 水帘洞 吴承恩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7

Box 217 no. 16 毛主席的故事 (一) 紫辰 黃洵瑞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217 no. 17 我要读书 (低) 高玉宝 华三川 上海 : 新書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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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17 no. 18 建设的尖兵 顧永棣 丁深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Box 217 no. 19 可愛的祖國 佐瀾 上海 : 新兒童書店, 1952

Box 217 no. 20 毛主席少年时代的故事 陳子君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 1956

Box 217 no. 21 太陽的寶庫 M.普里希文 陳敬容 [中國] : 三聯書店, 1951

Box 218 no. 1 战国故事 林汉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218 no. 2 春秋故事 林汉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218 no. 3 小矿工 杨大群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218 no. 4 咆哮的石油河 贺宜 [中國]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Box 218 no. 5 周总理的故事 邵年豹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7

Box 218 no. 6 魔匣 伊・瓦西連柯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9

Box 219 no. 1 幼兒故事 : "小喇叭"广播稿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 

中国). 少年兒童广播部
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4

Box 219 no. 2 刘文学 賀宜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19 no. 3 龙潭波涛 黎白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19 no. 4 红果子 申均之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19 no. 5 小金馬 李涌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19 no. 6 五彩路 胡奇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7

Box 219 no. 7 刘志丹少先队 刘杰誠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220 no. 1 中国兒童
中国人民保卫兒童全国委

員会

北京 : 中国人民保卫兒童全国委員会, 

1958

Box 220 no. 2 布克的奇遇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220 no. 3 列宁的故事 松群 洪季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57

Box 220 no. 4 "強盜"的女儿 刘堅 上海 : 上海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20 no. 5 過去的日子 薩・穆卡諾夫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4

Box 220 no. 6 中國兒童繪畫選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20 no. 7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故事 中共江西宁冈县委宣传部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Box 220 no. 8 飞越空中禁区 石明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Box 220 no. 9 向沙漠迸军 李崇儒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Box 220 no. 10 长江第一桥 朱彥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Box 220 no. 11 可爱的地方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Box 220 no. 12 体育运动的春天 施傳萱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Box 220 no. 13 穿山跨海过沙漠 綺心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Box 220 no. 14 祖国的东方大门─上海港 代琇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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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21 no. 1 方腊起义 談理 上海 : 少年几童出版社, 1962

Box 221 no. 2 李密和瓦岗軍 庄真 上海 : 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1

Box 221 no. 3 我們爱科学. 2(总18期)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Box 221 no. 4 我們爱科学. 1(总17期)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78

Box 221 no. 5 偉大的列寧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6 蘇聯大學生活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7 紅十月集體農場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8 新莫斯科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9 卻柯夫斯基音樂院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0 少年先鋒宮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1 蘇維埃新商店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2 蘇聯的農民生活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3 蘇聯勞動英雄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4 斯大林畫傳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5 紅場大檢閱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6 少年米邱林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7 蘇維埃的選舉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8 蘇聯人的家庭生活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1 no. 19 夏令兒童營 晨光出版公司 上海 : 晨光出版公司, [196-?]

Box 222 no. 1 水滸. 下 : 少年儿童版 施耐庵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222 no. 2 水滸. 上 : 少年儿童版 施耐庵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222 no. 3 水滸. 上 : 儿童版 施耐庵 羅貫中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222 no. 4 水滸. 下 : 儿童版 施耐庵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223 no. 1 辽宁青年 (20期(1974年10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2 辽宁青年 (21期(1974年11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3 辽宁青年 (1期(1980年1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4 辽宁青年 (2期(1980年1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5 辽宁青年 (3期(1980年2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6 辽宁青年 (4期(1980年2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7 辽宁青年 (5期(1980年3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8 辽宁青年 (6期(1980年3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9 辽宁青年 (7期(1980年4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10 辽宁青年 (8期(1980年4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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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23 no. 11 辽宁青年 (9期(1980年5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12 辽宁青年 (10期(1980年5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13 辽宁青年 (11期(1980年6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14 辽宁青年 (12期(1980年6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15 辽宁青年 (13期(1980年7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16 辽宁青年 (14期(1980年7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17 辽宁青年 (15期(1980年8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18 辽宁青年 (16期(1980年8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19 辽宁青年 (17期(1980年9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20 辽宁青年 (18期(1980年9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21 辽宁青年 (19期(1980年10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22 辽宁青年 (20期(1980年10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23 辽宁青年 (21期(1980年11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24 辽宁青年 (22期(1980年11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25 辽宁青年 (23期(1980年12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3 no. 26 辽宁青年 (24期(1980年12月)) [中國] : 辽宁青年杂志社, [196-?]

Box 224 no. 1 谢臣 何畏 楊在溪, 張文鈺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224 no. 2 荒林歷險記 港華出版社編輯部 香港 : 港華出版社, [196-?]

Box 224 no. 3, 5 秦始皇 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 :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224 no. 4 井岡山 林今 中國青年社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1

Box 224 no. 6 祝福 魯迅 阿老 北京 :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3

Box 224 no. 7 紅領巾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55

Box 224 no. 8 小电铃响了 海龙县教育局 吉林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224 no. 9-10 新上海的故事 (1) 何晓倩 上海 : 少年几童出版社, 1964

Box 224 no. 11-14 兒童樂園 (694期(1981年1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4 no. 15-16 兒童樂園 (695期(1981年1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4 no. 17 紅日 : 第四册 吳強 王星北, 王观清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224 no. 18 魯迅在广州
广州魯迅紀念館<<魯迅在广

州>>连环画创作組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6

Box 224 no. 19 少年隊員的心 文心 王達弗, 李有光 上海 : 新藝術出版社, 1954

Box 225 no. 1-2 兒童樂園 (643期(1979年10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3-4 兒童樂園 (644期(1979年1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5-7 兒童樂園 (645期(1979年1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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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25 no. 8 兒童樂園 (646期(1979年1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9-11 兒童樂園 (647期(1979年1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12-14 兒童樂園 (648期(1980年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15-17 兒童樂園 (649期(1980年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18-20 兒童樂園 (650期(1980年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21-22 兒童樂園 (651期(1980年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23-24 兒童樂園 (653期(1980年3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25-26 兒童樂園 (654期(1980年4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27-28 兒童樂園 (655期(1980年4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5 no. 29-30 兒童樂園 (656期(1980年5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6 no. 1-5 兒童樂園 (657期(1980年5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6 no. 6-7 兒童樂園 (658期(1980年6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6 no. 8-10 兒童樂園 (659期(1980年6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6 no. 11-13 兒童樂園 (660期(1980年7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6 no. 14-16 兒童樂園 (661期(1980年7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6 no. 17-20 兒童樂園 (662期(1980年8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6 no. 21-24 兒童樂園 (663期(1980年8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6 no. 25-28 兒童樂園 (664期(1980年9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7 no. 1-4 兒童樂園 (665期(1980年9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7 no. 5-7 兒童樂園 (666期(1980年10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7 no. 8-10 兒童樂園 (667期(1980年10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7 no. 11-13 兒童樂園 (668期(1980年1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7 no. 14-16 兒童樂園 (669期(1980年1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7 no. 17-19 兒童樂園 (670期(1980年1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7 no. 20-21 兒童樂園 (671期(1980年1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7 no. 22-26 兒童樂園 (672期(1981年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8 no. 1-2 兒童樂園 (673期(1981年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8 no. 3-7 兒童樂園 (674期(1981年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8 no. 8-11 兒童樂園 (675期(1981年2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8 no. 12 兒童樂園 (676期(1981年3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8 no. 13-16 兒童樂園 (677期(1981年3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8 no. 17-22 兒童樂園 (678期(1981年4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9 no. 1-3 兒童樂園 (680期(1981年5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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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29 no. 4-7 兒童樂園 (681期(1981年5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9 no. 8-14 兒童樂園 (682期(1981年6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9 no. 15-16 兒童樂園 (683期(1981年6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9 no. 17-21 兒童樂園 (684期(1981年7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29 no. 22-25 兒童樂園 (685期(1981年7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30 no. 1-4 兒童樂園 (686期(1981年8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30 no. 5-8 兒童樂園 (687期(1981年8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30 no. 9-12 兒童樂園 (688期(1981年9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30 no. 13-15 兒童樂園 (689期(1981年9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30 no. 16-20 兒童樂園 (690期(1981年10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30 no. 21 兒童樂園 (691期(1981年10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30 no. 22-24 兒童樂園 (692期(1981年1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30 no. 25-29 兒童樂園 (693期(1981年11月)) HK : 兒童樂園半月刊社, [196-?]

Box 231 no. 1 学時事 (1976年第1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2 学時事 (1976年第2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3 学時事 (1976年第3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4 学時事 (1976年第4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5 学時事 (1976年第5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6 学時事 (1976年第6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7 学時事 (1976年第7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8 学時事 (1976年第8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9 学時事 (1976年第9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0 学時事 (1976年第10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1 学時事 (1976年第11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2 学時事 (1976年第12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3 学時事 (1976年第13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4 学時事 (1976年第14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5 学時事 (1976年第15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6 学時事 (1976年第16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7 学時事 (1976年第17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8 学時事 (1976年第18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19 学時事 (1976年第19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20 学時事 (1976年第20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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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31 no. 21 学時事 (1976年第21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22 学時事 (1976年第22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23 学時事 (1976年第23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24 学時事 (1976年第24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25 学時事 (1976年第25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1 no. 26 学時事 (1976年第26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 学時事 (1977年第1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2 学時事 (1977年第2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3 学時事 (1977年第3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4 学時事 (1977年第4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5 学時事 (1977年第5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6 学時事 (1977年第6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7 学時事 (1977年第7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8 学時事 (1977年第8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9 学時事 (1977年第9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0 学時事 (1977年第10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1 学時事 (1977年第11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2 学時事 (1977年第12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3 学時事 (1977年第13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4 学時事 (1977年第14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5 学時事 (1977年第15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6 学時事 (1977年第16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7 学時事 (1977年第17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8 学時事 (1977年第18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19 学時事 (1977年第19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20 学時事 (1977年第20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21 学時事 (1977年第21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22 学時事 (1977年第22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23 学時事 (1977年第23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24 学時事 (1977年第24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25 学時事 (1977年第25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2 no. 26 学時事 (1977年第26輯) 香港文匯報编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196-?]

Box 233 no. 1 開明少年 (40,41,42,44,45,55,57,58,66期) 北京 : 開明書店,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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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33 no. 2 開明少年 (19-24期) 北京 : 開明書店, 1948

Box 234 no. 1 中国少年兒童. 第35-48期 北京 : 青年出版社, 1951

Box 234 no. 2 中国兒童. 第2-5期 北京 : 中国兒童社, 1949

Box 234 no. 3 黃继光 董辰生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34 no. 4 刘胡兰的小故事 群力 华三川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34 no. 5, 14 白毛女 华三川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34 no. 6 小医生 张茂秋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0

Box 234 no. 7 学习解放军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34 no. 8 我有一个好妈妈 (社会知识) 严冰儿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34 no. 9 雷锋的小故事 李兆德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34 no. 10 邱少云 房亚田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34 no. 11 冰上的伙伴 冰子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34 no. 12 在城市的街上 張継楼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Box 234 no. 13 黃浦江边的大事情 方軼群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Box 234 no. 15 小羊羔 李季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Box 234 no. 16 杜凤瑞 夏涼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5

Box 234 no. 17 漁场上的小哨兵 张岐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Box 234 no. 18 张高谦 何为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34 no. 19 芳芳治牙 (幼) 程逸汝 糜佳乐 上海 :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 1978

Box 234 no. 20 画报上的老师 李钦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34 no. 21 虎头山上机声隆 赵卧虎 (大寨社員) 任树林 (昔阳社员), 向阳 [中國]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234 no. 22 我的小鼓响冬冬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Box 234 no. 23 二娃子 何畏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5

Box 234 no. 24 三毛從軍記上集 張樂平 香港 : 四方書局, 1949

Box 234 no. 25 三毛從軍記下集 張樂平 香港 : 四方書局, 1949

Box 234 no. 26 三毛外傳 張樂平 香港 : 四方書局, 1949

Box 235 no. 1 魯班学艺 紀华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

Box 235 no. 2 鞏姑娘 詹建俊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7

Box 235 no. 3-4 儿童漫画
人民美術出版社社连环画册

编辑室低幼读物组
北京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5 卓玛 陆舟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3

Box 235 no. 6 大家一起玩 任大星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Box 235 no. 7 雷锋小时候的故事 杨永青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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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35 no. 8 欧阳海
杨永青,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

社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35 no. 9 铅笔头 呂远 华三川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35 no. 10 愚公移山 音勻 杨永青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2

Box 235 no. 11 好孩子毛小弟 杜宣 何艳荣 上海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6

Box 235 no. 12 雷锋叔叔的故事 吳敏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4

Box 235 no. 13 小碗 叶军 朱然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1

Box 235 no. 14 今天我做值日生 杨苡 梁柯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35 no. 15 太阳底下花儿红 魯兵 圣野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35 no. 16 在农村的田野上 张継楼 徐通潮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4

Box 235 no. 17 少年毛澤東 米谷 香港 : 新民主出版社, 1949

Box 235 no. 18 找谁玩 方铁群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7

Box 235 no. 19 中國歷史故事 : 少年兒童填色畫冊 麥菁 北京 :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965

Box 235 no. 20 美丽的上海 徐开垒 上海 :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62

Box 235 no. 21 猎虎记 潘勤孟 張令濤 上海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22 看图說話 (1冊(1980年1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23 看图說話 (2冊(1980年2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24 看图說話 (3冊(1980年3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25 看图說話 (4冊(1980年4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26 看图說話 (5冊(1980年5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27 看图說話 (6冊(1980年6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28 看图說話 (7冊(1980年7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29 看图說話 (8冊(1980年8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0 看图說話 (9冊(1980年9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1 看图說話 (1冊(1981年1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2 看图說話 (2冊(1981年2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3 看图說話 (3冊(1981年3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4 看图說話 (4冊(1981年4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5 看图說話 (5冊(1981年5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6 看图說話 (6冊(1981年6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7 看图說話 (7冊(1981年7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8 看图說話 (8冊(1981年8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39 看图說話 (9冊(1981年9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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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35 no. 40 看图說話 (10冊(1981年10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41 看图說話 (11冊(1981年11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5 no. 42 看图說話 (12冊(1981年12月)) 上海市 :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 连环画报 (1976年10,11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2 连环画报 (1977年1,2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3 连环画报 (1977年3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4 连环画报 (1977年4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5 连环画报 (1977年9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6 连环画报 (1977年10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7 连环画报 (1977年11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8 连环画报 (1977年12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9 连环画报 (1979年1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0 连环画报 (1979年2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1 连环画报 (1979年3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2 连环画报 (1979年4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3 连环画报 (1979年5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4 连环画报 (1979年6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5 连环画报 (1979年8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6 连环画报 (1979年10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7 连环画报 (1979年11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8 连环画报 (1979年12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19-20 连环画报 (1980年1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21 连环画报 (1980年2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22 连环画报 (1980年3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23 连环画报 (1980年4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24 连环画报 (1980年5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25 连环画报 (1980年7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26 连环画报 (1980年8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27 连环画报 (1980年9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6 no. 28 连环画报 (1980年12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1 连环画报 (1981年2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2 连环画报 (1981年3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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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37 no. 3 连环画报 (1981年4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4 连环画报 (1981年5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5 连环画报 (1981年6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6 连环画报 (1981年7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7 连环画报 (1981年8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8 连环画报 (1981年9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9 连环画报 (1981年10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10 连环画报 (1981年11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11 连环画报 (1981年12月号) 北京市 : 人民美術出版社, [196-?]

Box 237 no. 12 好儿童 (306期(1981年))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13 好儿童 (307期(1981年2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14 好儿童 (308期(1981年3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15 好儿童 (309期(1981年4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16 好儿童 (310期(1981年5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17 好儿童 (311期(1981年6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18 好儿童 (312期(1981年7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19 好儿童 (313期(1981年8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20 好儿童 (314期(1981年9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21 好儿童 (315期(1981年10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22 好儿童 (316期(1981年11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23 好儿童 (317期(1981年12月)) 上海市 : 上海《少年报》社, 1981

Box 237 no. 24 公公和寶寶 (第1集) 齊玉 台北 :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81-

Box 237 no. 25 公公和寶寶 (第2集) 齊玉 台北 :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81-

Box 237 no. 26 公公和寶寶 (第3集) 齊玉 台北 :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81-

Box 237 no. 27 公公和寶寶 (第4集) 齊玉 台北 :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81-

Box 238 no. 1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1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8 no. 2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2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8 no. 3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3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8 no. 4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4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8 no. 5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5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8 no. 6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6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8 no. 7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7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8 no. 8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8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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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38 no. 9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9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8 no. 10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10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9 no. 1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11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9 no. 2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12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9 no. 3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13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9 no. 4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14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9 no. 5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15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39 no. 6 中華民族故事連環圖 (第16冊) 台北市 : 僑務委員會, 1983

Box 240 no. 1 The hero's brother Vasin, A. Markevich, B.
Moscow :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Box 240 no. 2 Stories of Chinese young pioneers Zhang, Tiany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4

Box 240 no. 3 Beautiful morning glory Lu, Ching-shan Hu, Chin-ching Peking : Foreign Langauges Press, 1964

Box 240 no. 4 Next-time port Yan, Wenji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40 no. 5 The secret of a cap Ke, Y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Box 240 no. 6 The adventures of the little swallows Qin, Zhaoyang
Shanghai : New art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

Box 240 no. 7 Huang Chi-kuang : a hero to remember Peking : Foreign Langauges Press, 1966

Box 240 no. 8 Alice in Manialand Huang, Chun-sin Hong Kong : Green Pagoda Press Ltd., 1959

Box 240 no. 9 Chaoshutun and Nannona Cheng, Shif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Box 240 no. 10 The proud general Hua, Junwu Wei, The Peking : Foreign Langauges Press, 1959

Box 240 no. 11 A girl and her mynah Liu, Zhaolin Cheng, Sbib-f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Box 240 no. 12 Jolly Family Nosov, N.
Moscow : Foreign Lanauges Publishing 

House, [196-?]

Box 240 no. 13 The Golden Sea Shell Juan, Chang-chi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Box 240 no. 14 Observation post no. three Li, ju-ching Fan, Yi-hsi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Box 241 no. 1 Wow-wow's House Wu, Hung-hsiu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41 no. 2 The five little liu brothers Wang, Yu-chu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Box 241 no. 3 Wang Kuwi and Li Hsiang-Hsiang Li, Ch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4

Box 241 no. 4 Chinese Children's Drawings : 1958 Selectio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Box 241 no. 5 Children's Drawings From Chin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Box 241 no. 6 The bee and the earthworm Yan, Wenji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41 no. 7 How the monkeys fished for the moon Hsia, Hsia Wan, Lai-ming Peking : Foreign Langauges Press, 1962

Box 241 no. 8 The Caterpillar Hua, Ch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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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41 no. 9 Ginger Svirsky, Alexei
Moscow :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

Box 241 no. 10 Little sisters of the grassland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Box 251 no. 1-4 最新最美的人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1 no. 5-6 無私無畏的革命戰士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1 no. 7-17 無限忠於毛主席就能創造人間奇跡 趙普羽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51 no. 18-2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 : 热列欢呼全

国(除台灣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

成立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1 no. 23-30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程紀要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51 no. 31
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四十一周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1 no. 32-39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王力 賈一学, 李鑫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1 no. 40-42 無產階級英雄戰士李文忠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51 no. 43-45
無限風光在險峰 : 記我國科學考察隊對珠穆朗瑪峰

地區的科學考察活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51 no. 46-48, 70 無限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好幹部──門合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51 no. 49-51

无限忠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插遍一切阵地 :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经验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1 no. 52-54 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好干部─门合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1 no. 55-64
乔冠华团長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全体会议

上的发言
乔冠华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3

Box 251 no. 65 乔冠华团長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的发言 香港 :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74

Box 251 no. 66 勝利的年代 光輝的前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1 no. 67-69
進一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 學習毛主席關於無產階

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紀念 九大 一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1 no. 71
新年献词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

军报》一九七五年元旦社论
香港 :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75

Box 251 no. 72-76 新沙皇統治下的蘇聯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51 no. 77-83

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就是胜利 : 庆祝毛主席視察华

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一周年《人民日报》，《解放

军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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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51 no. 84-86
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 : 调查报告 记营

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1 no. 87-88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1 no. 89-100 解放軍三個模範單位的故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1 no. 101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1 no. 102-109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 評反动影片《清宮秘史》 戚本禹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2 no. 1-7 愛國同胞鬥敵記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2 no. 8-16 愛國無罪 抗暴有理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2 no. 17 万岁毛主席 : 革命歌曲选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7

Box 252 no. 18-25 認真讀書，努力改造世界觀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1

Box 252 no. 26-31
夺取新的胜利 : 《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五期

社論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2 no. 32-36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迸 : 热烈欢呼广西壯

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解放军

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2 no. 37-43 划时代的文献 : 紀念《通知》发表两周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2 no. 44-54 對知識分子要正確估計正確對待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2 no. 55
团结起來，共同对敌 : 热烈祝賀福建省革命委员会

成立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2 no. 56-59
广东省、曲江省、群星大队坚持合作医疗制度十一

年的情況調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252 no. 60-69 誰破壞香港的 和平安定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2 no. 70 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2 no. 71-77 论派性的反动性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2 no. 78 论革命的"三结合"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2 no. 79-84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2 no. 85-86
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 《人民日报》

《解放军日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2 no. 87-92 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2 no. 93-95 "模範共青團員" 胡業桃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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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52 no. 96-98 靠毛澤東思想威鎮海空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52 no. 99-118 劉少奇和蔣介石合演的一齣雙簧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52 no. 119-131 徹底清算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滔天罪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53 no. 1
彻底摧毀反革命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

新反扑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3 no. 2 整顿党的作风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3 no. 3-12 戰鬥在北部灣上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3 no. 13-19 學習<為人民服務>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53 no. 20-21 学习和时局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3 no. 22-27 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3 no. 28-29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学习《芖于正确处 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问題》；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3 no. 30-31 學習《反對自由主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53 no. 32-40 学习十六条手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3 no. 41-44 學習《紀念白求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53 no. 45-51 學習《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3 no. 52
學習《為人民服務》；學習《紀念白求恩》；學習

《愚公移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3 no. 53-56 學習《愚公移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3 no. 57-71 學習解放軍搞好"天天讀"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3 no. 72-79 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3 no. 80-85 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3 no. 86
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公報 

: 一九七零年九月六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3 no. 87-92 港英法西斯的 五・二二 暴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3 no. 93-105 黑獄紅心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3 no. 106-113 喚起工農千百萬 : 記毛澤東思想宣傳員關成富同志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3 no. 114 学习《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4 no. 1-9 评陶鋳的两本书 姚文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4 no. 10-11 善于把党的政策変為群众的行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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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54 no. 12-15
揭穿英帝的狡詐嘴臉 : 《人民日報》評論員 一九六

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4 no. 16-21 朝氣蓬勃的戰士永向前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4 no. 22-24
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 : 纪念中国共产党誕

生四十七周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4 no. 25-30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為港英當局

新暴行發表聲明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4 no. 31-34 港九各业工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展覽 港九工會聯合會 香港 : 港九工會聯合會, 1968

Box 254 no. 35-40 港英必敗 我們必勝 : 對口詞・三句半・朗誦詩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4 no. 41-51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聲明堅決捍

衛愛國神聖權利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4 no. 52-58 告同胞書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4 no. 59-68
自衛反擊 雪恨復仇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

爭委員會緊急號召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4 no. 69-76
迎接抗暴新高潮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發言人發表談話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4 no. 77-86
支持聯合罷工罷市的聲明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

迫害鬥爭委員會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4 no. 87-88
新年告同胞書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

員會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8

Box 254 no. 89-93 支持各界同胞反英抗暴綱領

Box 255 no. 1-6
支持愛國新聞界和愛國師生的抗暴鬥爭 : 港九各界

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聲明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5 no. 7-13 港九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大事記 : 五月份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5 no. 14-19 港九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大事記 : 六月份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5 no. 20-25 港九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大事記 : 七月份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5 no. 26-31 港九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大事記 : 八月份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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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55 no. 32-35 港九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大事記 : 九月份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5 no. 36-43 港九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大事記 : 十月份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5 no. 44-49 港九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大事記 : 十一月份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5 no. 50-51 港九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大事記 : 十二月份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8

Box 255 no. 52 偉大的風暴 : 《人民日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55 no. 53-54
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踐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

校 : 黑龙江省的调查报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5 no. 55-57
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綫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

育革命 : 调查报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5 no. 58-60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 调查报

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5 no. 61-64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情況 : 广东省的调查报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5 no. 65-69
从 赤脚医生 的成長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 上海

市的调查報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5 no. 70-75
堅決反擊港英瘋狂進攻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

害鬥爭委員會號召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5 no. 76-79
放手地幹！放胆地幹！: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

害鬥爭委員會號召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55 no. 80-81
港九印務職業工會章程 :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第

廿五屆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香港 : [s.n.], 1971

Box 255 no. 82-86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

势空前大好 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十八周年连队讲话材料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5 no. 87-93
偉大的《鞍鋼憲法》萬歲！ : 紀念毛主席親自制定

《鞍鋼憲法》十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5 no. 94-99
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

日)─伟大的历史文件
 红旗 編輯部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5 no. 100-108 伟大的战略措施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5 no. 109-119 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兩个根本对立的文件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友聯研究所藏書

Page 163

索書號 刊名 作者一 作者二/編者/譯者 出版項

Box 255 no. 120-125 組成浩浩蕩蕩的反英抗暴大軍 《人民日報》評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5 no. 126-133

為進一步鞏固無産階級專政而鬥爭 : 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 《人民日報》、《紅旗》雜

誌、《解放軍報》社論：1949-1969

人民日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5 no. 134 為反修防修建设理论队伍 袁青 广东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5

Box 256 no. 1-30
伟大毛泽东时代的英雄集体 : 32111钻井队的光輝事

迹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6 no. 31-38
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 紀念《在延安文艺座

談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人民出版社 香港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6 no. 39-42 為人民献身最光荣 : "爱民模笵"盛习友的英雄事迹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256 no. 43-47 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 反对自由主义 毛泽东 [中國]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6 no. 48 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6 no. 49-52 为人民服務的張思德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6 no. 53-60 國際婦女節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出版, 1971

Box 256 no. 61 將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6 no. 62-67
接革命班 掌阶级印 : 呂玉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

迸事迹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56 no. 68-72

控訴港英帝國主義法西斯暴行 : 各界反迫害鬥委會

舉行控訴大會 非法拘捕 非法毆打 非法審訊─港英

法西斯暴行的鐵證 兩位被捕者親人的控訴信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6 no. 73-77
坚定地走上同工農兵相结合的道路 : 纪念毛主席首

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人民日報》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6 no. 78-79 坚決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策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6 no. 80-86

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 : 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

的挑釁粤穗舉行支援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委員

會成立大會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6 no. 87-90 麥耀全等在穗聲討港英滔天罪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6 no. 91-95 麥賢得最聽毛主席的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6 no. 96-100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56 no. 101-105 "斗私, 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56 no. 106-111
认真学习继续前进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

四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3

Box 257 no. 1-3 《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産階級專政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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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57 no. 4-5 乘胜前迸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7 no. 6-12 針鋒相對，堅決鬥爭 《人民日報》評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7 no. 13 除四害手冊 上海市人民卫生宣传站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257 no. 14-26

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

部聲明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北京市革命委員

會主任委員謝富治在北京集會上的講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7 no. 27-30 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4

Box 257 no. 31-38
革命委员会好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

军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7 no. 39-46 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47-57
走投無路的自供狀 :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評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58-69 抓革命，促生産 奪取工業戰綫的新勝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70-80 關於總結經驗 : 《紅旗》雜誌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81-95 抓革命，促春耕 奪取農業新豐收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96-106
五四運動五十年 :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解放軍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107-118 為落實毛主席的無産階級政策而鬥爭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119-131 認真落實政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132-143 駁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謬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144-146 學習叢書. 1969年第1-10輯(合訂本)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7 no. 147-159
高舉"九大"的團結旗幟，爭取更大的勝利 : 《人民

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1-12 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就是勝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13-23

中國共產黨萬歲 : 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四十八周

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

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24-38

人民軍隊所向無敵 : 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生四十二

周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

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39-48
抓緊革命大批判 :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解放軍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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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58 no. 49-57
為進一步鞏固無産階級專政而鬥爭 : 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58-68 注意工作方法 : 《人民日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69-78 警惕美帝蘇修欺騙和侵略的反革命兩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79-88 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産勞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89-98 美日反動派的罪惡陰謀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99-107 一定要抓住四好不放 《解放軍報》編輯部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8 no. 108-112
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 : 《人民日報》、《紅旗》雜

誌、《解放軍報》一九七零年元旦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8 no. 113-121
把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方針落實到每個基層 : 

《人民日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8 no. 122-127 沿著"九大"指引的航向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8 no. 128-135
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 : 紀念偉大列寧誕生

一百周年

《人民日報》、《紅旗》雜

誌、《解放軍報》編輯部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8 no. 136-143
勇敢、勤勞、智慧的偉大人民 : 慶祝 五一 國際勞

動節 《人民日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8 no. 144-153

改造世界觀 : 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發表二十八周年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解放軍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9 no. 1-6

亞洲人民團結起來，把美國侵略者從亞洲趕出去！ 

: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

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9 no. 7-12

共產黨員應是無産階級先進份子 : 紀念中國共產黨

成立四十九周年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解放軍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9 no. 13-19

提高警惕 保衛祖國 : 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生四十三

周年：《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

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9 no. 20-25

打倒復活的日本軍國主義 :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勝利二十五周年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

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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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59 no. 26

繼續革命 乘勝前進 :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

一周年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

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9 no. 27-34
用鮮血凝成的偉大友誼 :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

作戰二十周年 《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9 no. 35-42 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 : 《人民日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9 no. 43-50 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 : 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人民日報》、《紅旗》雜

誌、《解放軍報》編輯部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1

Box 259 no. 51-52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 庆祝 五一 国际劳动节 

《人民日報》、《紅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1

Box 259 no. 53
革命化的必由之路 : 纪念毛主席發出《五・七指

示》五周年 《人民日报》社论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1

Box 259 no. 54-55 反帝斗鬥的纲领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1

Box 259 no. 56, 88 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
《人民日报》、《红旗》杂

志、《解放军报》編辑部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1

Box 259 no. 57-63 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1

Box 259 no. 64 团結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2

Box 259 no. 65
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綫就是胜利 : 纪念毛主席《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2

Box 259 no. 66-68
夺取新的胜利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

年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2

Box 259 no. 69-71 學會使用唯物辯物証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9 no. 72-76
学会使用唯物辩证法 : 向同志们介绍一组工人学哲

学的文章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259 no. 77
在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一九

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 四月十四日通過)
林彪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9 no. 78-84 繼續革命與遵守紀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9 no. 85-87 总结经验与掌握政策 : "工农兵论坛"选辑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9 no. 89 《紀念中國共產黨五十周年》名詞淺釋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59 no. 90-93 紅色援外戰士 劉逸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9 no. 94-98 柳河 五・七 干校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驗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59 no. 99-100 美蘇合謀的核騙局 : 《人民日報》評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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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59 no. 101-102
建立無産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偉大綱領 : 學習《在

中國共産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59 no. 103-106 珍寶島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9 no. 107-112 勇戰火海的英雄郭嘉宏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9 no. 113-116 革命青年的榜樣 : 附金訓華日記摘抄及光輝事蹟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9 no. 117-122 美帝和日本反動派加緊軍事勾結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59 no. 123-132 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宣言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59 no. 133-136 祖國工人向"九大"獻禮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59 no. 137-143 紅心赤胆 威懾港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0 no. 1-8 紅衛兵文選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0 no. 9
紅心永向紅太陽 : 記空軍第二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

極分子代表大會代表、 愛兵模範 王裕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0 no. 10-15
香港愛國同胞再接再厲堅決鬥爭 : 《人民日報》評

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0 no. 16-18 香港是中國的領土 : 《人民日報》評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0 no. 19-21 英帝國主義是怎樣的侵佔我香港、九龍和"新界"的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0 no. 22-23 英帝國主義的窮途末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0 no. 24-33
英帝國主義在玩火 : 英帝國主義在玩火最強烈抗議

英國外交大臣污衊我革命群眾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0 no. 34-40 革命風暴席卷帝國主義老巢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0 no. 41-46 革命故事会. 第一輯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 上海文化社, 1967

Box 260 no. 47-66 革命沒有完 革命要繼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0 no. 67-74
"炮艦政策"早被扔進了垃圾堆！ : 《人民日報》評

論員
《人民日報》評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0 no. 75-79 威鎮長江 : 記參加南京長江大橋建設的英雄們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0 no. 80-81 春雷一響振人心 : 反帝抗暴演唱材料粤曲選輯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中國]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

爭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60 no. 82-83
按照毛主席的 五・七 指示改造集鎮 : 辽宁省盘锦

垦区田庄台镇的调查报告
[中國]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260 no. 84-94
突出政治是办好文化工作队的根本 : 广州部队海上

文化工作队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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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0 no. 95-99

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 《人民日

報》《紅旗》杂志《解放軍报》一九六八年元日社

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0 no. 100-101 迎接偉大的國慶 迎接更大的勝利 楊光
[中國]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

爭委員會 出版, 1967

Box 260 no. 102-115
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 : 《人民日報》、《紅旗》雜

誌、《解放軍報》一九七零年元旦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0 no. 116-121
放手發動群眾，進一步壯大反英抗暴鬥爭隊伍 : 

《人民日報》社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0 no. 122-127

受害同胞揭露港英血腥暴行 : 受害同胞接見記者控

訴港英血腥暴行 血債燃起了反迫害鬥爭怒燄 ─ 十

多位受害同胞揭露港英法西斯血腥罪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1 no. 1-2

周恩来总理和江青同志重要讲话 : 在北京市革命群

众热烈庆祝全国 (除台湾省外) 各省、市、自治区革

命委員会全部成立大会上

周恩来, 江青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1 no. 3-11
芙蓉国里尽朝晖 : 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1 no. 12-15 周恩來語錄 中國問題研究中心 香港 : 自聯出版社, 1968

Box 261 no. 16-19 長征紅衛兵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61 no. 20-23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纪要
林彪, 江青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1 no. 24-28
东北大地红烂熳 : 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1 no. 29 林彪語錄 林彪 中國問題研究中心 香港 : 自聯出版社, 1969

Box 261 no. 30-46

林彪副主席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一周年

大會上的講話；周恩來總理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二十一周年招待會上的祝酒詞

林彪, 周恩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1 no. 47-61

林彪副主席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大

會上的講話；周恩來總理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二十周年招待會上的講話

林彪, 周恩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1 no. 62-65
拉緊套在英帝脖子上的絞索 : 《人民日報》評論員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1 no. 66-72 刺刀下的交易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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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1 no. 73-76
沿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 纪念伟大

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1 no. 77-87
沿著 九大 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 

《人民日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261 no. 88-95 注意总结经验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4

Box 261 no. 96-101 我們必勝 港英必敗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 1967

Box 261 no. 102 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 香港海員航海見聞 香港 : 港九工會聯合會, 1969

Box 261 no. 103
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 : 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

問題 《红旗》杂志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1 no. 104-107
抓革命 促生产 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 : 《人民日

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261 no. 108 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
红旗 編輯部, 人民日報編輯

部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1 no. 109-114 蘇修叛徒集團是紙老虎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1 no. 115-117 蘇修叛徒集團是蘇聯人民的死敵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1 no. 118-121 蘇修加緊拼湊反華包圍圈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1 no. 122-128 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是世界人民的兇惡敵人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2 no. 1-4 蘇修在意識形態領域全面復辟資本主義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2 no. 5-8 蘇修腐蝕青年的罪証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2 no. 9-10 美日反動派侵略亞洲的新陰謀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2 no. 11-13 美日反動派瘋狂擴軍備戰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2 no. 14
批"克己复礼" : 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人民日报》社论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4

Box 262 no. 15 批林批孔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參考資料 [中國] : [s.n.], 1974

Box 262 no. 16-24

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論無産階級革

命派的奪權鬥爭；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論革命的 

三結合  :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2 no. 25-26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迸行到底 : 《人民日报》社论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4

Box 262 no. 27-31 如此"太陽神"外交 勞人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62 no. 32-34 好文章 (一) : 工农兵学哲学讲用选 中央党校工农兵学调查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262 no. 35-37 好文章 (二) : 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 中央党校工农兵学调查组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262 no. 38-45 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 《人民日報》評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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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2 no. 46-48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

狗！
毛澤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2 no. 49-57 血戰火海的32111英雄鑽井隊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62 no. 58-67 血債自償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中國]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

爭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62 no. 68-72 同學們，團結起來！投入反迫害鬥爭行列！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2 no. 73-90 關於世界大戰問題 : 有關 九大 問題答客問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62 no. 91-106 有關"九大"問題答客問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62 no. 107-112 在鋪滿陽光的道路上前進 : 頌"九大"詩文選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63 no. 1

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伝上的讲话芖于正确

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3 no. 2-4 电影《革命功史歌曲表演會》歌曲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4

Box 263 no. 5 跟著毛主席鬧革命彻底砸碎旧世界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7

Box 263 no. 6-12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一分為二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3 no. 13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人的因素第一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263 no. 14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內因和外因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3 no. 15-17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3 no. 18-24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矛盾的轉化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3 no. 25-26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3 no. 27-28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物質變精神 精神變物質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3 no. 29-30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鬥爭的哲學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3 no. 31-39 學哲學用哲學實例：實踐第一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3 no. 40-45 造志气灯 : 蔡祖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故事 张振华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6

Box 263 no. 46 莫斯科宣言 莫斯科声明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3

Box 263 no. 47-52
海上,紅色服务員 : 杨怀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故

事

北方区海运管理局政治部报

道组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4

Box 263 no. 53-55 珠璣錄. 第一輯 香港 : 香港文匯報 編印, 1970

Box 263 no. 56-57 红心永向毛主席 : 演唱材料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6

Box 263 no. 58-64 革命歷史歌曲 (十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3 no. 65

团結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綫

就是胜利；坚持数年 必有好处；发扬光荣传统；

请读兩遍好而短的调查报告；夺取新的胜利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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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3 no. 66 革命風暴震全球 : 「偉大的新時代」展覽的一部份 港九工會聯合會 香港 : 港九工會聯合會, 1969

Box 263 no. 67 前迸！毛主席的红小兵 : 儿童歌曲选 《红小兵报》社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263 no. 68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3 no. 69 紅小兵歌曲. 第四集 《紅小兵歌曲》編輯小組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263 no. 70 放声歌唱毛泽东思想 : 学习"老三篇"歌曲十 首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6

Box 264 no. 1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

委員会誕生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4 no. 2-5 毛語錄補編 毛澤東 中國問題研究中心 香港 : 自聯出版社, 1968

Box 264 no. 6 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4 no. 7-13
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勝利 : 記澳門同胞的愛國主義鬥

爭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4 no. 14-16 韶山升起紅太陽 頌東寫作組 香港 : 週末報出版, 1968

Box 264 no. 17-20 偉大的航程 頌東寫作組 香港 : 週末報出版, 1968

Box 264 no. 21-23 湘江烈火 頌東寫作組 香港 : 週末報出版, 1968

Box 264 no. 24-27 毛主席在安源 頌東寫作組 香港 : 週末報出版, 1968

Box 264 no. 28-31 偉大的舵手 頌東寫作組 香港 : 週末報出版, 1968

Box 264 no. 32-35 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4 no. 36
毛澤東思想的一曲雄壯凱歌 : 記紅色外交戰士及華

僑在印尼抗暴鬥爭的英雄事蹟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4 no. 37-40 毛主席教導出來的人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4 no. 41-42
毛主席熱愛我熱愛 毛主席支持我支持 毛主席指示

我照辦 毛主席揮我前進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4 no. 43-46
毛澤東思想是指引革命戰士 勝利前進的燈塔 : 記解

放軍戰士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事蹟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4 no. 47-51

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 : 歡

呼我國成為一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社會主義國

家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4 no. 52
毛泽东思想武裝的工人阶级的壯丽凯歌 : 记我国工

人自力更生建设南京長江大桥的英雄事迹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4 no. 53-56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4 no. 57 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4 no. 58-62 毛泽东时代的伟大的战士刘英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4 no. 63-70 反英抗暴大字報貼遍港九新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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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4 no. 71-78 反英抗暴死難烈士事蹟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4 no. 79-93 反对自由主义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5 no. 1-2 以牙還牙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65 no. 3-8 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 : 《紅旗》雜誌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5 no. 9-16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 香港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5 no. 17-22
永遠緊跟毛主席鞠躬盡瘁為人民 : 記永葆革命青春

的毛主席的好幹部俞純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5 no. 23-24 加強紀律性 革命無不勝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5 no. 25-32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 《人民日报》《紅旗》杂

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6

Box 265 no. 33-41 世界革命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5 no. 42-50 打倒新沙皇！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5 no. 51-53 尼克松何事訪西欧? 容光煥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

Box 265 no. 54-59 四十一顆紅心向太陽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5 no. 60-61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 《人民日报》《紅旗》杂

志《解放军报》一九六九年元旦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265 no. 62-67
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戰士所向無敵 : 記濟南部

隊為人民戰勝黃河特大凌洪的英雄事蹟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5 no. 68-69
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 : 江苏省太仓县洪泾

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5 no. 70
中国工会章程 :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7

年12月12日通过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8

Box 265 no. 71 學習《為人民服務》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65 no. 72 毛泽东时代的伟大的战士刘英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5 no. 73-74 学习十六条手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5 no. 75-79
老工賊，新叛賣:斥法修叛徒集團 : 修正主義的統治

長不了 《人民日報》評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5 no. 80-83

在以毛主席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

來 : 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报)》

发表两周年 《人民日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5 no. 84-86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一九

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周恩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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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5 no. 87-94

在中國共産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

的報告 : 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

報》社論：認真學習兩條路踐鬥爭的歷史

毛澤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5 no. 95-96
在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一九

六九年四月一日報告, 四月十四日通過)
林彪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5 no. 97-124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5 no. 125-131
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十九周年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6 no. 1-9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

Box 266 no. 10-18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6 no. 19-27 一心為公的蔡永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66 no. 28-34
一支能工能农的农村水电技术队伍是怎样成長的 : 

贵州省鸟当尹东风公社的调查报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266 no. 35-39
一所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婺源县武

口茶叶耕读中学的调查报告

Box 266 no. 40-45 十個想一想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6 no. 46-52
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 : 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

会成立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6 no. 53-55
人民战争胜万岁 : 纪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二十

周年
林彪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6 no. 56-62 工人抗暴氣勢豪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6 no. 63-64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姚文元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6 no. 65-69 工農兵論壇. 第一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6 no. 70-79 要善于集中正确的意见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6 no. 80-89 革命，團結，進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6 no. 90-96 落實政策與破"私"立"公"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6 no. 97-103 总结经验与掌握政策 :  工农兵论坛 选辑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6 no. 104 繼續革命與遵守紀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6 no. 105-107
"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 : 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

告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7 no. 1-13 大工賊劉少奇是工人階級的死敵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7 no. 14-20 大、中、小学都要复課闹革命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7 no. 21-25 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光辉榜样──呂祥璧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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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7 no. 26-32 大海航行靠舵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7 no. 33

大树特树伟大统帥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

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 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

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杨成武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7 no. 34 大兴党的三大作风 : 《解放军报》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7 no. 35 大眾文藝 (v. 1)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7 no. 36 大眾文藝 (v. 2)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7 no. 37-38 大眾文藝 (v. 3)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1

Box 267 no. 39-41 千年鐵樹開紅花 : 解放軍治好聾啞病的動人事蹟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67 no. 42-48 千軍萬馬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

鬥爭委員會

香港 :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

委員會出版, 1967

Box 267 no. 49-58
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 : 记保卫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战士刘学保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7 no. 59-66 心裏只有毛主席 : 記毛主席的好戰士年四旺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7 no. 67-83 "太陽神"探月揭秘 容光煥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67 no. 84-103 五四運動 裘精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0

Box 267 no. 104-107 五星红旗不何侮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8 no. 1-9 "五一"國際勞動節簡史 鍾國強 香港 : 香港朝陽出版社, 1972

Box 268 no. 10-12 支左工作的一面紅旗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8 no. 13-15 "支左愛民模範"李文忠的故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8 no. 16-22 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尤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8 no. 23-27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关於按照系

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8 no. 28-41
中國共産黨章程 : 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過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8 no. 42 中国工会章程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1958

Box 268 no. 43 中國革命与中國共産党 [中國] : [s.n.], 1940

Box 268 no. 44 中共在農村 高樂康 香港 : 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出版, 1947

Box 268 no. 45-49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 一九七

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3

Box 268 no. 50-51
中國共産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會體會議新聞

公報 :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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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8 no. 52-61
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

公報 :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8 no. 62-67
中國共産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會

公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8 no. 68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

公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8 no. 69-90
中國共産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體會議新聞

公報 : 一九七零年九月六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8 no. 91
中國共産黨第九届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新聞

公報 :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8 no. 92-99
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

公報 :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8 no. 100-112
中國共産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

公報 :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8 no. 113-116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為首的反党

集团的決议 (摘要(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 从彭

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红旗》杂志

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68 no. 117-1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照會 :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8 no. 126-137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

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8 no. 138-14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1

Box 268 no. 145-150

中华共和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

十九日

乔冠华, 1913-1983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1

Box 268 no. 151-158 中華兒女意志堅，監獄法庭鬥港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9 no. 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就港英新罪行提出嚴重警

告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9 no. 10-15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照會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

五日) : 周恩來總理講話強烈譴責英帝國主義對我香

港愛國同胞的殘暴鎮壓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照會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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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9 no. 16-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照會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照會強烈抗議英帝的法西

斯暴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9 no. 22-29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照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

日)；文錦渡工人幹得漂亮 《人民日報》評論員 (一

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9 no. 30-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

日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1

Box 269 no. 4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照會 : 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9 no. 47-55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長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

二十七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2

Box 269 no. 56-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照會 :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

日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9 no. 59 翻總案──評蔣介石文告之二 [中國] : 正報社, [196-?]

Box 269 no. 60-64
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 : 《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评论员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9 no. 65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問题 :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69 no. 66-72 关于总结经验 《红旗》杂志社论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269 no. 73-75
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 : 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两槃路线的斗争
人民出版社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8

Box 269 no. 76-88
讓英帝嘗一嘗中國工人階級的拳頭！ : 《人民日

報》評論員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9 no. 89-99 寶安縣革命羣眾英勇還撃港英挑釁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9 no. 100-116 邊境軍民談邊境衝突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69 no. 117 繼續革命與遵守紀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9 no. 118-121 献給"九大"的頌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9 no. 122-129 蘇修妄圖建立社會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69 no. 130-135 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總破産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69 no. 136-142

繼續革命 乘勝前進 :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

一周年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

報》社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70

Box 269 no. 143-147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毛澤東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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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69 no. 148

受害同胞揭露港英血腥暴行 : 受害同胞接見記者控

訴港英血腥暴行 血債燃起了反迫害鬥爭怒燄 ─ 十

多位受害同胞揭露港英法西斯血腥罪行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69 no. 149 党是领导一切的 香港 : 三联书店, 1974

Box 269 no. 150 記林彪同志 李作鵬 周赤萍, 閻仲川 [中國 : s.n., 196-?]

Box 269 no. 151 斯大林萬歲. 一 學林書店編輯部 上海 : 學林書店, 1952

Box 269 no. 152 遇到問題《毛主席語彔》中找答案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軍. 某

部
[中國] : 上海航校北京五十中翻印, 1966

Box 269 no. 153 最高指示 :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中國 : s.n., 196-?]

Box 270 no. 1 歌唱伟大的毛澤东思想 [中國 : s.n., 196-?]

Box 270 no. 2-10
伟爻的导師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

主席万岁
[中國 : s.n., 196-?]

Box 270 no. 11-13 为人民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 毛泽东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70 no. 14-19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70 no. 20-21 中國共産黨黨章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0

Box 270 no. 22-23 毛主席的五篇著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70 no. 24-27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0

Box 270 no. 28-33 毛主席诗词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

Box 270 no. 34-40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的五篇著作,毛主席诗词 毛澤東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270 no. 41 毛主席论人民战争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70 no. 42-46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 中国共产党章程 王洪文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271 no. 1-2 毛主席的接班人 : 林彪副統帥 [中國] : [s.n.], 1969

Box 271 no. 3-5 毛主席著作閃金光 : 革命歌曲十首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6

Box 271 no. 6-13 毛主席語錄譜曲選. [第1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71 no. 14-25 毛主席語錄譜曲選. 第二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71 no. 26 毛主席語錄譜曲選. 第三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Box 271 no. 27-30 毛主席語錄譜曲選. 第四輯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71 no. 31 毛泽东选集 : (一卷本)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71 no. 32-34 毛主席军事文选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71 no. 35-36 毛泽东论文艺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

Box 271 no. 37 毛泽东著作选读 (甲种本) 毛泽东著作选读編辑委员会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8

Box 271 no. 38-45 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 : 毛主席语录歌曲十首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6

Box 271 no. 46-61 毛澤東思想永遠放光芒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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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71 no. 62-67 毛澤東思想永遠放光芒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71 no. 68-69 反迫害鬥爭 : 歌曲集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71 no. 70-72 毛主席革命路綫勝利萬歲 : 歌曲集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71 no. 73-77 "老三篇"万岁 : 演唱材料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6

Box 271 no. 78-82
大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 广东农村幵展学

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基本情況和經驗
赵紫阳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71 no. 83 造志气灯 : 蔡祖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故事 张振华 上海 :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6

Box 271 no. 84-85 反對美國侵略台灣朝鮮宣傳手冊. 第三冊 新華時事叢刊社 [中國] : 新華書店, 1950

Box 271 no. 86 柜台上有哲学 上海市星光日夜食品商店 上海 : 新華書店, 1973

Box 272 no. 1 语录日记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

Box 272 no. 2 毛主席诗词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7

Box 272 no. 3 語錄手記 [中國 : s.n., 196-?]

Box 272 no. 12 毛主席語录 毛澤東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

上海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 

1966

Box 272 no. 13 毛主席語录 毛澤東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
广东 : 新华书店, 1967

Box 272 no. 4-11, 14 毛主席语录 毛澤東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

广州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 

1966

Box 272 no. 15 毛主席语录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毛澤東 [中國] : 东方红出版社 出版, 1967

Box 272 no. 16-18 刘主席语录 香港自聯出版社 香港 : 香港自聯出版社, 1967

Box 272 no. 19 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 孫中山 [中國] : 正中書局, 1918

Box 272 no. 20 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 孫中山 [中國] : 正中書局, 1921

Box 272 no. 21 建國方略之三：社會建設 孫中山 [中國] : 正中書局, 1917

Box 272 no. 22-23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毛澤東 上海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72 no. 24-25 论政策 毛澤東 上海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72 no. 26-27
中國共產黨章程 :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通過)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73 no. 1 Mao Tsetung six essays on military affairs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2

Box 273 no. 2-6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2

Box 273 no. 7-8
Important documents o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0

Box 273 no. 9
Mao Tse-tung 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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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73 no. 10-12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 volumes I-IV : English 

edition catalogue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

Box 273 no. 13-14
Mao Tse-tung address to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new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8

Box 273 no. 15 Mao Tse-tung five documents on literature and art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7

Box 273 no. 16 Mao Tse-tung : the turning point in World War I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8

Box 273 no. 17 Mao Tse-tung oppose book worship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8

Box 273 no. 18

Mao Tse-tung : on new democracy; 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speech 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paganda 

work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7

Box 273 no. 19 Chairman Mao Tse-Tung on peoples war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7

Box 273 no. 20 The great socialist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1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6

Box 273 no. 21 Quotations from President Liu Shao-Chi Melbourne : Paul Flesch & Co., 1968

Box 273 no. 22
Ecrits Militaries de Mao Tse-tung : Parution De L'edition 

Francaise Des

Peking : Center des Publications de Chine, 

[196-?]

Box 273 no. 23-26 An explanation ! Searls, Guy [China : s.n.], 1968

Box 274 no. 1 中國职工運動簡史 鄧中夏 天津 : 知識書店印行, 1949

Box 274 no. 2 美国民主真象 朱彤 北京 :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Box 274 no. 3 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 : (人民民主國家介紹) 新華時事叢刊社 北京 : 新華書店發行, 1950

Box 274 no. 4 土法炼鋼经验选辑
中共广州市委鋼铁生产领

导小组办公室
广州市 : 广州文化出版社, 1958

Box 274 no. 5 怎样降低出版物成本 別里金鍩維契 高長荣 北京 : 商务印書館, 1958

Box 274 no. 6 支部生活 中共武漢市委支部生活社 武漢市 : 中共武漢市委支部生活社

Box 274 no. 7 怎樣用冲天炉炼钢
中共广州市中区委员会钢

铁生产领导小组
[广州市]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8

Box 274 no. 8 蘇聯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G・Y・阿爾納烏扥托夫 金詩伯 [S.l.] : 華中新華書店, 1949

Box 274 no. 9 略論我國經济地理学界意見的分析 胡兆量 上海 : 新知識出版社, 1956

Box 274 no. 10 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 韜奮 香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57

Box 274 no. 11 南京長江大橋 香港 : 朝陽出版社, 1969

Box 274 no. 12 光輝的歷程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9

Box 274 no. 13 抗美援朝時事學習小辭典 陸萼庭 上海 : 北新書局,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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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75 no. 1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列宁 Lenin, Vladimir Il'ich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75 no. 2 孔子 : 頑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楊榮囯 楊榮囯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3

Box 275 no. 3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國 : s.n., 196-?]

Box 275 no. 4
控诉法西斯 : 季米特洛夫在菜比锡审讯中的两个发

言
种冲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275 no. 5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ese 共产党宣

言
馬克思, 恩格斯 Marx, Karl

中囯共产党. 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75 no. 6
Gosudarstvo i revol ︠i ︡u ︠t ︡si ︠i ︡a. Chinese 国家与革命 : 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与无产阶級在革命中的任务
列宁 Lenin, Vladimir Il'ich

中囯共产党. 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75 no. 7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 Lenin, Vladimir Il'ich
中国共产党. 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Box 275 no. 8-9
Imperializm, kak noveĭshiĭ ėtap kapitalizma 帝国主义

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 通俗的论述
列宁 Lenin, Vladimir Il'ich

中国共产党. 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4 (1967 printing)

Box 275 no. 10 哥达纲領批判 馬克思 Marx, Karl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中国

共产党.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1973 printing)

Box 275 no. 11 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 Chinese 共产主义原理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中国共产党. 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6 (1957 printing)

Box 275 no.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 : 一

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十月七日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9

Box 275 no. 13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普列汉诺夫 Plekhanov, 

Georgii Valentinovich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65

Box 275 no. 1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给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复信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6

Box 275 no. 15 什么是凯恩斯主义 彪如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Box 275 no. 16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中国共产党. 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7

Box 276 no. 1 革命歌曲大家唱 香港 : 香港三联书店, 1971

Box 276 no. 2
人民战爭胜利万岁 : 紀念中国人民抗日战爭胜利二

十周年
林彪 香港 : 香港三聯書店, 1967

Box 276 no. 3 毛主席語录 毛澤東
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
广东 : 新华书店,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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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76 no. 4 论列宁 斯大林 Stalin, Joseph
中国共产黨. 中央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1

Box 276 no. 5 论马克思 恩格斯 Engels, Friedr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2

Box 276 no. 6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Lenin, Vladimir Il'ich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6

Box 277 no. 1-2 Women in China today (v. 1)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China : All-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2

Box 277 no. 3-4 Women in China today (v. 2)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China : All-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2

Box 277 no. 5-6 Women in China today (v. 3)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China : All-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2

Box 277 no. 7-8 Women in China today (v. 4)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China : All-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2

Box 277 no. 9-10 Women in China today (v. 5)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China : All-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2

Box 277 no. 11-12 Women in China today (v. 6)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China : All-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2

Box 277 no. 13-14 Women in China today (v. 7)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China : All-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2

Box 277 no. 15-16 Women in China today (v. 8)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China : All-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2

Box 277 no. 17-18 Women in China today (v. 9)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China : All-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2

Box 277 no. 19-20
Worker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oppose our common 

enemy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來反对我們的共同敌人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2

Box 277 no. 21

Lett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reply to the lett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dated July 30, 

196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來信的复信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T ︡SK KPSS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4

Box 277 no. 22

In support of the people of the Congo (Leopoldville) 

against U.S. aggression 支持刚果(利奧波德維尔)人民

反對美国侵略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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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77 no. 23

Malayan people's experience refutes revisionist fallacies : 

sixteenth anniversary of the Malayan people's armed 

struggle 馬來亞人的經历駁斥了修正主义者的謬論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77 no. 24

Thwart the manoeuvres to spli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 editorial of Roding shinmoon, 

org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orean worker's 

party (April 19, 1694) 制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阴謀活动

Nodong sinmun, P'yongyang, 

Kore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4

Box 277 no. 25
Provisional record of the Forum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Communist Peace Offensive

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 Republic of China

[Taipei] : Asian Peoples' Anit-Communist 

League, Republic of China 1955

Box 277 no. 26
Mao Tse-Tung on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 and 

speech at the preparatory meeting of the new PCC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49

Box 277 no. 27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war against fascism 反法

西斯战爭的历史經驗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Renmin ribao (People's daily)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77 no. 28-29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3

Box 277 no. 30
Vice-premier Chen Yi answers questions put by 

correspondents 陈毅副总理答記者問
Chen, Y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Box 277 no. 31 Catalogue of works of Mao Tsê-tung Mao, Zedong Peking : Guozi Shudian, 196-?

Box 277 no. 32

Meeting of parties which will cause a split must be 

averted : editorial of Rodong Shinmoon, org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Korean Worker's Party : August 

31, 1694 必須制止导致分裂的各国党的会議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78 no. 1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中央

委員会第六次全体会議文件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8

Box 278 no. 2-3

Wu chan jie ji zhuan zheng xia di wen hua da ge ming 

sheng li wan sui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

万岁. Long live victory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un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in celebration of 

the 18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友聯研究所藏書

Page 183

索書號 刊名 作者一 作者二/編者/譯者 出版項

Box 278 no. 4-6

A vicious motive, despicable tricks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

手法 : a criticism of M. Antonioni's anti-China film 

China

Ren min ri bao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4

Box 278 no. 7-8 Chinese women in 1950
Zhonghua quan guo min zhu fu 

nü lian he hui

Peking : All China Democratic Women's 

Federation, 1950

Box 278 no. 9-10
A mirror for revisionists :  Renmin ribao  editorial, March 

9, 1963
Ren min ri bao she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3

Box 278 no. 11-12

The elector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for 

the All-China People's Congress and 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of all levels : with an explanation

Chin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3

Box 278 no. 13 Oppose book worship 反对本本主义 : (May, 1930)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Box 278 no. 14
New democracy : basis of social political & economic 

structure of New China
Mao, Zedong Shanghai : Rapid Current, [1949]

Box 278 no. 15 When the persimmons were ripe = 柿子熟了的时候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敎材

组 Beijing wai guo yu xue 

yuan. Ying yu xi. Jiao cai zu

北京 : 人民敎育出版社, 1976

Box 278 no. 16
A comment on the stat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A. :  Renmin ribao  editorial, March 8, 1963
Ren min ri bao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3

Box 278 no. 17

Wu chan jie ji ge ming he he lu xiao fu xiu zheng zhu yi. 

English,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Khrushchov's 

revisionism : comment on the open lett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VIII)

The Editorial Dept. of 

Renmin Ribao (People's 

Daily) and Honggi (Red Flag)

Ren min ri bao bian ji bu, Hong 

qi  bian ji bu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4

Box 278 no. 18
A Comment on the March Moscow meeting 評莫斯科三

月会議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s of 

Renmin Ribao (People's 

daily) and Hongqi (Red flag)

Jen min jih pao, Hong qi  bian 

ji bu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78 no. 19 Who will win in South Viet Nam? Nguŷẽn, Chí Thanh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3

Box 278 no. 20 Reader's Digest, Great photographs of World War II
Pleasantville, N.Y. : Reader's Digest 

Association, [1964?]

Box 278 no. 21 A model for revolutionary youth 革命青年的榜样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Box 278 no. 22

South Vietnam intellectuals' letter to American 

intellectuals = Les intellectuels du Sud Vietnam à ceux 

des Etats-Unis

M ̣ăt tṛân dân t ̣ôc giai phóng 

mi_ên nam Vịêt Nam, 

Intellectuels du Sud Vietnam à 

ceux des Etats-Unis

[S.l. : Commission des relations extérieures 

près le Comité central du F.N.L. du Sud Viet 

Nam,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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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78 no. 23 President Ho chi Minh answers President L.B. Johnson H^ò, Chí Minh
Johnson, Lyndon B. (Lyndon 

Baines), Nguy~ên, H~ưu Thọ Hanoi : Foreign Languages Pub. House, 1967

Box 278 no. 24

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A great victory for Leninism :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95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Lenin : Hongqi editorial, no. 4, 1965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78 no. 25
Speech delivered at the solemn meeting dedicated to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Army
Balluku, Beqir Tirana : Naim Frashëri, 1963

Box 279 no. 1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guan 

yu wu chan jie ji wen hua da ge ming de jue ding. 

English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关于无产阶級文化大

革命的决定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dopted on August 8,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Box 279 no. 2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di ba jie kuo da de di shi er ci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quan hui gong bao. English 中

国共产党第八屆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

报 Communique of the enlarged twel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opted on October 31, 1968)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79 no. 3

Carry the great revolution on the journalistic front 

through to the end : repudiating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 line on journalism of China's Khrushchov 把

新聞战綫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s of 

Renmin Ribao, Hongqi, and 

Jiefangjun Bao

Jen min jih pao,  Hong qi  bian 

ji bu, Jie fang jun hua bao she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9

Box 279 no. 4

Gong ren jie ji bi xu ling dao yi qie 工人阶級必须领导

一切 The working class must exercise leadership in 

everything

Yao, Wenyu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79 no. 5

Absorb proletarian fresh blood-- : an important question 

in party consolidation : editorial of Hongqi 吸收无产阶

级的新鮮血液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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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79 no. 6

Take the road of the Shanghai machine tools plant in 

training technicians from among the workers : two 

investigation reports on the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in 

college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

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79 no. 7

Press communiques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

处新闻公报 : April 1, 14 and 24, 1969   Press 

communique of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April 28, 1969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Quan guo dai biao da hui (9th 

: 1969 : Peking)

Zhongguo gong chang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9

Box 279 no. 8

Report to the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 : delivered on April 1 and adopted on April 14, 

1969

Lin, Biao

Chung-kuo kung ch‘an tang. 

Ch‘üan kuo tai piao ta hui 

(9th : 1969 : Peking, Chin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9

Box 279 no. 9

Statement by comrade Mao Tse-tung,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support of the Afro-American struggle against violent 

repression : (April 16, 196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

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79 no. 10

走投无路的自供狀 : 评尼克松的 就职演说 和苏修

叛徒集团的无恥捧场 Confession in an impasse--

comment on Nixon's  inaugural address  and the 

contemptible applause by the Soviet revisionist clique of 

renegades

Ren min ri bao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9

Box 279 no. 11

Advance courageously along the road of victory : in warm 

celebration of the 19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79 no. 12-13

Great victory for Chairman Mao's revolutionary line 毛主

席革命路綫的伟大胜利 : warmly hail the birth of 

Peking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Zhou, Enlai; Peking Municip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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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79 no. 14-15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Along the 

socialist or the capitalist road?
Ren min ri bao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79 no. 16

Communique of the eleven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adopted on August 12, 1966 中国共产党第八屆

中央委員会第十一次全体伝議公报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Zhong yang wei yuan hui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Box 279 no. 17
China's great revolution and the Soviet Union's great 

tragedy 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Box 279 no. 18

Mao Tse-Tung interview with the British journalist James 

Bertram : (October 25, 1937)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

兰的谈话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79 no. 19

Mao Tse-Tung win the masses in their millions for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

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綫而斗争 : (May 7, 

1937)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79 no. 20

Mao Tse-Tung on production by the army for its own 

support an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great movements for 

rectification and for production 毛泽东论軍队生产自

给, 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79 no. 21

Comrade Mao Tse-tung on  imperialism and all 

reactionaries are paper tigers 毛泽东同志論帝国主义和

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3

Box 279 no. 22-23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Betrayal of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is the heart of the book on  self-

cultivation

Hong qi, Ren min ri bao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7

Box 280 no. 1

Selected documents on Sino-Indian relations, December 

1961-May 1962 中印关系文件选集(1961年12月-1962

年5月)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2

Box 280 no. 2
The current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m

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

[Taiwan] : 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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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80 no. 3

On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N.S. Khrushchov's peaceful co-

existence line : an article Observer in Akahata, org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Japan (November 22, 1964) 論赫

魯晓夫的 和平共处 路綫的本質

Nihon Kyōsantō. Chūō 

Iinkai, Akahata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80 no. 4
Raise higher the banner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on art 

and literature 更高地举起毛澤東文艺思想的旗幟
Lin, Moh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Box 280 no. 5

The modern revisionists' theory of war and peace and the 

judgment passed by history : article in Akahata, org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Japan (August 14, 1965) 現代修

正主义者的战爭与和平理論和历史对它的审判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Box 280 no. 6 A village moves to socialism Sun, Tan-wei Shanghai : China Reconstructs, [1956]

Box 280 no. 7

People of the world, unite and defeat the U.S. aggressors 

and all their lackeys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

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 statements supporting the 

American Negroes and the peoples of Southern Vietnam, 

Panama, Japan, the Congo (L.)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in their just struggle against U.S. imperialism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Box 280 no. 8

On the meeting convened in Moscow from March 1 by 

the CPSU leadership 評苏共領导从三月一日起在莫斯

科 : articles in Akahata, org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Japa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80 no. 9

Chairman Mao Tse-tung's important talks with guests 

from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毛澤东主席同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談話

Mao, Zedo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Box 280 no. 10

An epoch-making document 划时代的文献 :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second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ircular

Editorial departments of 

Renmin Ribao, Hongqi and 

Jiefangjun Bao

Ren min ri bao, Hong qi, Jie 

fang jun bao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Box 280 no. 11
Voice from China : summary of an open letter to Mao 

Tse-Tung
Yang, Shih-chan Hong Kong : China Viewpoints,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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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280 no. 12

The people defeated Japanese fascism and they can 

certainly defeat U.S. imperialism too 人民战胜了日本

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 : speech at 

the rally of the people of all circles in Peking in 

celebrat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uo, Ruiqing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5

Box 280 no. 13

Joint statement of Chairman Liu Shao-chi and President 

Choi Yong Kun 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員長联合声

明

Liu, Shaoqi Ch‘oe, Yong-gŏn Pek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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