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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渔歌子 整理  文革小报（部分）分地区目录  

—————————————————————————————————— 
【故纸堆】 

文革小报（部分）分地区目录  

渔歌子 整理 
 

说明：这个目录是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整理录入的《新编红
卫兵资料》目录整理的。这套资料共有三批一百多卷，上千种文革小报，由美国
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影印出版，以北京地区为主，有的是该种小报的全套，
有的只有其中几期或一期。三批小报分别按报名字头音序排列，不同地区的同名
小报（如《红卫兵》、《东方红》、《革命造反报》等）排在一起，对研究者特别是
某地区、某系统、某部门文革史的研究者来说不大方便。因此笔者特地整理了一
个按地区分类的目录以供研究者参考。这里只列出报名和编辑出版单位，略去了
原目录中的期号、出版时间、附注（是否缺版等）、页码、卷号等内容，并对一
些已经发现的误植作了修订。对目录排序的考虑是以北京、上海（天津因到 1967
年才恢复直辖，与河北省文革关系密切，故排在河北之前）和各省、自治区为单
元，将同一地区的文革小报大体按照行业系统如教（大学、中学、教职工）、科
（科学院、科研机构）、文（新闻出版、文化单位、文艺团体）、卫（医疗、体育）、
工（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商业财贸）、农（农村、农业）、党政（党政机关、工
青妇机关、公检法）、军（军区机关、军事院校）、外地报本地版……分类集中排
列，全省性跨行业大组织在前，省会城市在前，其他小组织、小城市在后。个别
同一组织主办的同名小报，主办单位署名略有不同者（如《红卫兵》，主办单位
分别为某司令部或某司令部《红卫兵》编辑部），则作了合并。因整理这个目录
时手边无原报可查，有的只凭名字难以判断是什么组织什么内容，甚至弄不清出
版地点，均望了解情况者提出指正。自然更希望能有人提供更为详细丰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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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这个目录中尚未收入的小报目录和内容。 
这个目录在整理中得到了徐海亮（北京）、印红标（北京）、余汝信（深圳）、

陈益南（长沙）、杜先荣（武汉）、张晓良（武汉）、白磊（西安）、姜东平（长春）、
李辅（太原）、石名岗（太原）、袁梦倩（香港中文大学）、高琦（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诸君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下图为《新编红卫兵资料》的广告） 

 

北京  

红色批判者  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 
追穷寇  北京彻底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大会筹备委员会 
揪刘战报  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 
简报  北京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委员会 
经济批判  首都彻底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路线联络站 
劳动战线  北京彻底粉碎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劳动工资路线联络站 
青年战线  首都红代会彻底摧毁刘邓在青年工作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站 
红干报  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联络站 

农奴戟  彻底批判刘、邓在民族工作展览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委员会 
批判“民族工作展览”画刊  北京彻底批判刘、邓在《民族工作展览》中的反革
命修正主义联合总部宣传组 

批彭战报  首都批斗彭真联络委员会 



 3 

战报  彻底清算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捏造假样板、假典型、假大庆罪
行大会 

揪陶火线  无产阶级革命派揪陶火线联合指挥部 
批陶战报  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 
斗陶战报  北京斗争陶铸大会筹备处 
战报  北京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筹备处 
1025 战报  “1025”批斗刘邓贺罗筹备处 
揪贺战报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贺龙联络站 
风雷通讯  首都彻底清算彭、高、饶反党集团罪行联络站 
工交战报  北京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筹备处 
红色工交  北京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 
全无敌  首都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会刊宣传部 
解放河南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河南二七公社联络站等 
秋收暴动  北京纪念伟大的秋收起义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宣传组 
红卫兵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政治部(一司) 
红卫兵报(摘要)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政治部 
东方红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 
东方红(井冈山版)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 
燎原战报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首都红卫兵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政治部 
红色联络报  北京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 
革联战报  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革会) 
北京 ★院校红卫兵  北京院校红卫兵联络总站 
红卫兵战报  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红卫兵战报”编辑小组 
红卫兵画刊  首都红代会《首都红卫兵》画刊编辑部 
教学批判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教学批改小组 
砸修战报  首都红代会大专院校砸修正主义工（农）经系联络站 
新北大评论  北京大学《新北大评论》编辑部 
串联小报（后改《革命串联报》）  北京大学哲学系二(2)联络组  
革命串联报（原名《串联小报》）  北京大学哲学系二(2)联络组 
新北大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编辑部 
新北大报  新北大红旗飘、北京公社、革造总部 
红旗战报  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 
北大新校刊  北大新校刊编辑部 
校刊  (原清华大学)校刊编辑组 
校刊  清华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 
井冈山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 
井冈山报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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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报  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 414总部 
四一四战报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414战报》编辑部 
井冈山战报  清华井冈山战报编辑部 
井冈山工人画刊  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革命职工战斗团 
师大战报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革命等委会校刊编辑部 
兵团红旗  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 
讨孔战报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井冈山战斗兵团 
井冈山  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 
斗批改通讯  北师大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通讯组 
东方红报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红卫兵  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编辑部 
五洋捉鳖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 
红旗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红卫兵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联络总部 
五洲风雷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人民大学新校刊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等备委员会 
红色造反报  中国人民大学红旗战斗团 
红卫兵报  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红色暴动委员会 
红卫兵报  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红卫战报(后改《人大三红》)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 
人大三红(原名《红卫战报》)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 
新人大  新人大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人大三红“八一一”  人大三红“八一一”战报编辑部 
新人大报  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革命造反联络站 
红卫兵报  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征串联队 
战地文艺  人民大学战地文艺社 
无产者  中国人民大学赤卫队工人大队 
串联战报  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革命造反报  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 
新挺进报  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 
红联兵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红旗等 
政法兵团  北京政法学院首都政法兵团 
政法公社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政法公社(校内版)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斗批改参考资料(原名《大批判》  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政治宣传组资料组 
红旗战报  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政法红旗红卫兵 
政法新声  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政法公社“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 
东方红  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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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诗抄  北京师院东方红公社 
红画笔  北京师院井冈山公社枪杆子支队、革命造反支队 
北京评论  北京师院等大学生组织的《北京评论》社 
七三战报  北京师院七三战报编辑部 
师院东方红  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大队 
批判陈云专刊  北京师范学院东方红大队 
井冈山  北京师范学院井冈山公社 
新师院  北京师范学院新师院公社 
美术兵  北京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美术兵 
红卫报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等 
北外红旗  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 
红卫兵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编辑部 
“一二·五”战报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 
北京公社红卫兵  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公社红卫兵总部  
红旗周刊  北京外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动态组 
红卫报  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社会斗批改联络站 
外事风雷  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归国生遵义兵团 
红画兵  北京外语学院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 
文化革命展览会：两条路线斗争记  北京外语学院红旗战斗队东方红公社等 
六一六战报  北京外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法语支队 
六一三战报  北京外语学院英文系三年级红旗战斗队 
红卫报  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报》编辑部 
红卫兵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 
外事战报  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 
惊雷  首都红代会在京日本红卫兵、北航红旗战斗队等  
大批判  北京外贸学院红色外贸公社、外交学院革委会等 
红卫战报  北京外交学院红卫兵 
东方红  北京工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 
红画兵  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 
北工东方红  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工东方红  北京工业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东方
红公社《北工东方红》编辑部 

北工红旗  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 
东方红  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公社 
二陈事件  北京工业大学革命委员会“二陈事件”专案组 
韶山战报  北京工业大学《韶山战报》编辑部 
文字改革  北京工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文字改革小组 
旭日战报  北京轻工学院东方红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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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九战报  北京轻工业学院七二九兵团 
红鹰  北京轻工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鹰兵团 
红反战报  北京轻工学院红色造反委员会、井冈山战斗兵团联合总部 
刘少奇与高沟事件  北京化学纤维工学院红旗、东方红赴涟调查组 
八二六红旗  首都红代会北京化纤学院“红旗”，北京经济学院“红旗”等 
揪刘火线  首都红代会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等 

八一战报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 
新八一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 
新八一(画刊)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宣传组、绘画组 
革命串联  北京建工学院革命串联编辑部 
东方红  北京钢铁学院九一九战斗团东方红宣传组 
新钢院  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 
红卫兵  北京钢铁学院红卫兵 
延安战报  北京钢院延安公社 
指点江山  北京钢院革命造反红卫兵 
批余专刊  北京钢院九一九战斗团、遵义编辑组 
红色造反报（后改《大庆公社》)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 
大庆公社(原名《红色造反报》)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 
长征  北京石油学院 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 
东方红 （后改《新矿院》）  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公社政治站宣传部 
新矿院 （原名《东方红》）  北京矿业学院革命委员会《新矿院》编辑部 
红卫兵战报  北京矿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井冈山(报)（后改《井冈山》）  北京电力学院井冈山公社主办 
井冈山战报  北京电力学院井冈山公社  
水电红卫兵  北京水利水电学院红卫兵 
东方红  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公社 
八一战报  北京机械学院八野战兵团政治处主办 
红卫兵  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主义红卫兵总部政治处 
首都红卫兵通讯  北京机械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红旗  北京机械学院红旗总部 
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小报  北京农机学院编辑部  
东方红报  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太阳升纵队《挖修根》编辑部 
东方红战报  北京农机学院东方红公社 
挺进报  北京农机学院八一八红卫兵宣传组 
一月风暴  北京化工学院《一月风暴》革命委员会 
东方红  中国科技大学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美展画刊  科大东方红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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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红卫兵  中国科技大学《科大红卫兵》编辑部 
红画兵  中国科大红旗纵队、延安公社 
斗批改战报  北京铁道学院文革筹委会组织组 
铁道红旗  北京铁道学院红旗公社 
砸修战报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砸修兵团 
北邮东方红  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 
后备军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政治部 
红旗  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 
劳动工资  北京经济学院《劳动工资》编辑组 
红反军  北京商学院红色造反军 
红卫兵  北京工商专科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北京公社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红卫兵、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总部 
八八战报  红代会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队专揪“五一六”专案组、八八队四三
派造反联络站 

文革战报  北京林学院文化革命筹委会 
北林东方红  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 
革命造反报（后改《新农大》）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 
新农大（原名《革命造反报》）  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 
红战报  农大东方红公社、北邮东方红公社等联合刊 
砸修战报  北京农大东方红公社挺进部队砸修兵团 
农村战报  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东方红公社 
长征  北京医学院长征总部 
八一八战报  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战斗兵团 
八一八战报  红代会北医八一八联合总部 
红卫兵  北京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  北京第二医学院东方红公社 
体育战线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 
体育战线  红代会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思想兵团、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
部等 

体育战线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革命委员会 
抗大  红代会中央民族学院抗大公社 
燎原  中央民族学院《燎原》编辑部 
民院东方红（原名《八八战报》）  首都红代会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公社 
北京公社  北京广播学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北京公社 
战斗报  北京广播学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 
北京公社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公社 
红色造反报  中央戏剧学院红色造反团 
毛泽东主义战斗报（后改《毛泽东主义战报》，又改《毛泽东思想战斗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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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毛泽东主义战报（后改《毛泽东思想战斗报》)  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
团 

毛泽东思想战斗报  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毛泽东思想战斗戏剧  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中国剧协井冈山革
命造反团等 

美术战报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战报》编辑部 
红色美术  中央美术学院、革联、红旗 
井冈山画刊  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井冈山编 
满江红  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公社 
井冈山战报  首都红代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井冈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革命联合
委员会  

红灯报  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公社 
红战友  北京电影学院红卫兵、红战友 
革命风雷(后改《电影红兵》)  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公社 
电影红兵(原名《革命风雷》)  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公社 
抗大战报  首都抗大红色造反团 
红卫兵战报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 
首都红卫兵战报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毛泽东主义宣传部 
首都红卫兵(中学版)  首都三司中学中专部宣传部 
首都红卫兵  首都三司中学中专部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部主办 
大喊大叫  北京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勤务部宣传组(31中等) 
红旗报  首都保卫毛主席红旗战斗团（中学） 
红旗报  首都红旗报社(中学) 
红卫兵评论  北京市中学红卫兵联合纵队 
东风报  首都中学红卫兵司令部 
红卫兵运动（原名《东风报》）  首都中学《红卫兵运动》编辑委员会 
首都风雷  北京中学红卫兵首都风雷宣传部 
只把春来报  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统一战线宣传组 
中学文革报  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 
兵团战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政治部、宣传部 
红卫兵  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卫兵》编辑部 
红卫兵报  首都中学红代会机关报 
中学红代会学习文件  北京中学红代会政治部 
北京红卫兵  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 
长江之声  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斗批改办公室  
教育要革命  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斗批改办公室 
教育风暴  北京中学红代会教育革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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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战报  中学红代会无产阶级革命派 
红卫兵战歌  中学红代会北京教育战线红旗 
星火燎原  首都中学红代会红四月联络站 
八月红旗  中学红代会《八月红旗》编辑部  
反修  首都中学红代会摧毁“联动”革命委员会，北京政法公社批判“联动”联
络站 

三七战报  首都中学红代会西城委员会 
中学斗批改  中学红代会海淀委员会教育革命联络站(北大附中井冈山) 
红卫兵  北京中学红代会宣武区委员会教育革命联络站 
造反之声  首都中学红代会朝阳区委员会 
赤遍全球  北京中学红代会崇文区委员会 
湘江评论  北大附中《湘江评论》编辑部 
井冈红旗  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 
井冈山  清华附中井冈山兵团 
中学红卫兵  清华附中井冈山、京工附中红旗 
特刊  北京政法附中红卫兵、政法红旗等 
中学论坛  北京工业学院附中《中学论坛》编辑部 
莱茵报  首都红卫兵莱茵报编辑部（二中红卫兵） 
井冈红旗  北京三中井冈山、八中红旗、三十五中井冈山 28团 
红旗  北京中学红代会《红旗》编辑部(四中) 
解放全人类  北京四中红卫兵等 
新四中  北京四中新四中公社 
呐喊  北京四中《呐喊》编辑部 
红卫兵报  北京六中红卫兵 
中学评论  红代会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女八中等) 
红旗战报  北京九中红旗公社 
首都井冈山  北京十三中革造兵团井冈山 
中学战线  北京 24中 1226战斗队 
东风  北京二十五中东风兵团 
红尖兵  北京二十六中《红尖兵》编辑部 
红卫兵论坛  首都中学红代会宣传部(31 中) 
红卫兵评论  北京 31中《红卫兵评论》编辑部 
文革宣传资料  北京 35中文革宣传资料组 
横扫千军  北京 39中延安兵团等 
中学之声  北京四十一中东方红兵团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北京四十一中东方红兵团 
北京风雷  北京中学红代会(43 中) 
鹫峰评论  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4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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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  红代会北京五十三中井冈山兵团、红教兵 
井冈山(画刊)  首都红卫兵北京六十一中井冈山 
红卫兵之歌  北京 63中红卫兵 
火星  北京市 101中红卫兵 
东方红  北京钢铁学校东方红 
红战报  北京煤矿学校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红教工 
四三战报  东方红抗大电校(原北京良乡电校)《四三战报》编辑部 
井冈山(原名《井冈山报》)  红代会北京电力学校井冈山兵团 
中学风暴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飞虎队 
我们是希望  北京铁路二中红卫兵 
抗大战报  抗大第一航校《抗大战报》编辑部 
新航校  北京航校革命委员会 
春雷  北京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120 战报  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红卫兵 120部队 
教育批判画刊  教育部革命造反斗批改联络站 
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大会会刊  教育部革命联合委员会 
教育战报  北京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联络站 
教育革命  北京市教育革命联络委员会 
一月革命  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组 
首都红旗  北京市小学红旗造反团 
换新天  北京市小学教师联络总部 
火炬报  全国小学教师红色造反团北京兵团东城纵队 
红教兵  北京市小学革命教师联络总部崇文分部红教兵团 
首都红教工(后改《红教工》)   首都大专院校红教工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 
红教工(原名《首都红教工》)  首都大专院校红教工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 
教工战报  北京中等学校革命教职工红色造反团宣传部 
触灵魂  北京戏专首都红教联 
进军报  中国科学院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联络
委员会、红卫兵联队 

长城  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总队等 
红旗战报  中共中央党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红军战报  北京红军兵团宣传部 
卫东战报  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总部 
破私立公  首都破私立公总部 
科技战报  国家科委、全国科协革命造反派《科技战报》编辑部 
红战鹰  国防科委六院红色造反者联络站 
北京科技战报  北京市科技系统大联合批斗刘、彭委员会 
科技红旗  首都科研设计单位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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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战讯  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 
农村科技战报  北京市科协《农村科技战报》编辑室 
照天烧  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央美院燎原战斗团 
红色造反报  中国科学院全国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 
红旗战报  中国科学院红旗全国总部 
红旗评论  中科院革命造反团红旗联络站 
红色战报  中国科学院革命串联队 
红卫兵报  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革命造反  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 
红联  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北京联络站 
革命造反报  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团等 
火炬评论  中科院数学所火炬大队 
千钧棒  北京天文馆千钧棒漫画编辑部 
红旗战报  中国医学科学院红旗革命造反总部 
七二五事件专刊  中国农业科学院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计量战报  北京计量科学研究院革命造反司令部 
东方红  北京煤炭科学研究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生研战报  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 
毛泽东主义战斗报（后改《文化风雷》)  北京革命造反派砸烂文化部联合会 
文化风雷（原名《毛泽东主义战斗报》)  北京革命造反派砸烂文化部联合会 
北京文艺战报  北京市直属文化艺术系统联合斗批改大会筹办处 
工交文艺  首都文艺工作者革命造反派 
革命文艺战报  首都革命文艺造反总部 
批判“二流堂”战报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批判“二流堂”战报编辑部 
对外文化战报  北京批判对外黑文化联络站 
文化先锋  《文化先锋》编辑部 
文艺革命  首都文艺斗批改联络站 
红色文艺  首都文艺界红色造反总部 
工农兵文艺报  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团《工农兵文艺报》 
文艺革命  中国文联革命造反总部 
文学战报  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 
戏剧战报  中国剧协革命造反团 
北京新文艺  北京市文联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北京市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
艺路线联络站 

诗传单  北京市文联联合斗批小组 
文艺造反报  北京全国文艺界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政宣组 
文艺战报  首都批资联络总站文艺分站 
文艺红旗  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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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文艺  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诗”编排筹备会 
井冈山  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 
八八战报（后改《民院东方红》) 中央民族歌舞团八八革命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
卫兵 

放声歌唱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中央民族歌舞团八八革命造反者毛泽东思想红卫
兵 

红色电影  中央直属电影系统联合斗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会筹备处 
电影红旗报  中直电影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 
电影批判  北京市大中院校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砸三旧”批判毒草影片战
斗组 

电影造反报  北京电影革命造反串联会 
电影战报  首都电影界革命派联合委员会 
红色新闻电影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批判毒草影片筹备处 
红色银幕  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批判《燎原》第八期专辑  中国革命电影工作者协会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组 
工农兵电影  北京工农兵批判毒草影片联络站 
电影风雷  首都批判毒草电影联络站 
电影红旗  北京朝阳区工代会筹备小组批判毒草影片联络站 
北影战报  北京电影制片厂红色造反大队 
新北影  新北影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红北影  北京电影制片厂革筹会 
电影革命  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总部 
电影战线  八一电影制片厂红军、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等 
文艺批判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 
红艺战报  北京京剧一团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  
战报  北京京剧一团沙家浜革命战斗团 
戏剧批判  北京京剧二团红旗革命造反队 
新闻战报  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 
新华战报  新华社新华公社、为人民服务红卫兵 1226红旗革命造反团等 
新闻战线  新华社革命联合委员会、新华社新闻战线红卫兵 
革联快报  新华社革命联合委员会新闻战线红卫兵总部 
革命风火  全国铁路新闻工作者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 
遵义红旗  人民日报遵义红旗战斗团 
光明战报  光明日报革命造反总部 
光明烈火  光明日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 
斗私批修  北京《前进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 
造反战报  《前进报》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 
争朝夕  北京《前进报》大联委七一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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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  《东方红》报、《东方红》杂志编辑部 
革命烈火报  革命烈火报编辑部 
烈火  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 
长征  北京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018部队  
红色造反报  北京外文局红色造反团 
红色宣传兵  首都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 
风雷  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 
遵义战报  北京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遵义战斗兵团 
文艺战鼓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联合总部 
风雷（文学批判专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团 
五洲风雷（后改《五洲风雷报》）  世界知识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 
五洲风雷报（原名《五洲风雷》）  世界知识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 
美术战报  首都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红小兵战斗兵团
等 

美术战报画刊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战报画刊》编辑部 
工农兵画报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团等 
红小兵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首都红小兵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红画兵  北京画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地图战报  北京地图出版社革命委员会 
鲁迅报  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鲁迅战斗队 
风雷激  北京工业出版社第一印刷厂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革命造反报  北京新华印刷厂职工革命造反团 
无产者画刊  北京胶印厂红色造反队宣传组、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版画战斗组等 
红联战报  北京外文印刷厂红色造反联合总部 
红旗战报  中国青年印刷厂红旗战斗团、青年印刷学校红旗公社 
全无敌  卫生系统《全无敌》编辑部 
红医  首都医务界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宣传部 
红医战报  北京医药界卫生界大联合革命委员会 
卫生战报  北京卫生部井冈山联合战斗兵团健康报红色造反联队 
革命聋人报  北京首都聋人造反总部 
体育前哨  国家体委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体育批判  北京市体育界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师院运动系革联 
工业批判  首都工交系统《工业批判》编辑部 
革命工人报  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 
工人战报  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崇文分部 
红色造反报  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宣传部 
燎原  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西城分站 



 14 

红色职工  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首都政法兵团 
北京工人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  
摧资战报  北京工代会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王光美联络站等  
首都财贸  北京市工代会财贸组 
财贸战报  北京市工代会财贸组斗批改联络委员会 
邮电战报  工代会北京邮电系统革命职工联合委员会宣传组 
东城风暴  北京工代会东城分会(香饵胡同) 
东风报  北京工代会反香饵分会 
顺义战报  北京市顺义县工代会 
红色工人  首钢职工革命造反总部 
东方红  首钢职工东方红革命造反联合会 
造反战报  首钢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大中院校革命造反派首钢联络站 
东风报  首钢大联合委员会 
简报  北京钢厂首次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筹备组 
重上井冈山  北京第一机床厂 
革命造反报  北京第二机床厂革命造反总部 
红色战报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红色造反团 
红旗报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红旗协会 
新北起  北京起重机厂红色造反者 
东方红  北京内燃机总厂东方红公社 
新光华战报  北京光华木材厂革命委员会、红色造反者红卫兵总部 
雄一师  首都红卫兵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宣传部 
北光  北京 775厂革委会宣传组 
赤工报  北京电子管厂赤工造反团 
北京纺织  北京市纺织工业局 
东方红  北京纺织设计院东方红 
东方红  北京京棉三厂东方红公社 
红色造反报  化工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宣传部 
东方红报  北京橡胶总厂革命造反总部 
大庆公社（原名《红色造反报》)  全国石油系统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 
煤炭战报  煤炭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京西矿工报  中共京西矿务局委员会  
邮电风雷  全国邮电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邮电战报  工代会北京邮电系统革命职工合委员会宣传组 
城建战报  北京市城建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红协战报  北京三建红协 
宣交战报（后改《宣武战报》）  北京宣交系统革命造反联络部 
宣武战报（原名《宣交战报》）  北京市宣武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斗、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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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联络站 
红旗战报  北京地铁红旗公社 
朝晖  北京汽车分公司东方红公社 
红二七  北京铁路系统大联合筹备小组宣传组 
火车头  全国铁路系统革命造反联络站 
东风战报  北京铁路专业设计院文正工厂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 
民航风雷  中国民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财贸红旗  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 
北京新财贸  北京财贸系统革命职工联合委员会  
财贸尖兵  北京财贸职工革命造反尖兵总部  
红战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革命造反总部 
红色农业  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延安公社等 
农林战报  首都农村系统革命造反总部 
批谭战报  首都农村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批判谭震林联络站 
贫下中农报  首都贫下中农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联络总站 
红卫兵战报  北京市农村四清工作团干部会议《红卫兵战报》编委会 
红旗战斗报  首都农村四清革命造反派 
造反有理  首都四清工作革命造反队 
红卫兵报  北京四清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农民运动  首都四清革命造反团 
火炬  北京市四清工作会议红卫兵火炬战斗队 
京西评论  京西东方红公社宣传部、北京中学红代会门头沟区委员会宣传部 
京西风雷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中学中专部门头沟分部 
石景山战报  北京石景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 
万山红遍  北京市密云县革命造反派夺权指挥部 
人民公社  北京密云县无产阶级革命派 
首都之声（后改《革命风暴》）  北京密云县红旗公社 
革命风暴（原名《首都之声》）  北京密云县红旗公社 
通县风暴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通县联络站 
新通县  首都中学红代会通县委员会、通县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等 
新通县  《新通县》编辑委员会 
造反有理  房山县造反有理总部宣传组 
大批判报  首都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东风战报  北京市东风战斗队 
摧资风雷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刘邓资产
阶级司令部联络站 

红旗  中华全国总工会红旗公社等 
中国妇女  北京全国妇联红旗战斗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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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问题专刊  国家计委红委会、石油部东方红总部等 
斗谷战报  国家建委反到底联合兵团、北化红旗 
斗彭战报  国家建委反到底联合兵团等 
革命造反报  国家测绘总局第二分局革命造反司令部 
革命战报  国家统计局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风雷   一机部革命革命造反总部 
险峰  一机部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东风  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所 
战报  二机部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宣传组 
战报  三机部在京单位革命派声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大会等备处 
红旗报  三机部红旗总部 
红旗漫卷  四机部一·二一革命造反兵团 
飞鸣镝  七机部九一五革命造反总部宣传组 
造反有理  七机部 916革命造反兵团宣传组 
换新天  八机部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北京公社 
建材战报  建筑材料工业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 
风雷激  建工部革命造反总部 
冶金战报  冶金部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新冶金  冶金部在京直属单位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 
红色青年  第一轻工业部革命青年红色造反团 
红旗战报  二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大队 
新化工  化工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 
林业战报  林业部革命造反团 
东方红  北京林业部东方红公社 
水电战报  水电部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组 
红尖兵  地质部革命造反委员会 
物资战报（后改《物资报》)  北京物资部革命造反公社、革命造反委员会等 
物资报（原名《物资战报》)  北京物资部大联委 
寰球赤  首都红旗《寰球赤》报编辑部 
摧旧战报  原北京市委、市人委摧旧兵团 
通讯  北京最高法院东方红公社多奇志突击队 
讨瞿战报  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首都司法战线市法院红色革命造反总部 
政法战报  首都政法界斗批改联络站 
公安红旗  公安部批判刘邓联络站 
公安公社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公社 
新公安  北京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 
外交战报  首都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外交路线联络站 
批陈专刊  外事系统革命派联委会《外事红旗》、红代会北外红旗大队《红卫报》



 17 

等 
外事红旗  北京外事系统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联络委员会 
新文委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筹备小组革命造反联队 
批陈战报  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 
革命造反报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 
批廖战报  北京批判廖承志、方方联络站筹备组 
革命侨报  北京中侨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部办公厅 
外贸红旗  北京市外贸局毛泽东思想险峰战斗队 
外贸战报  北京全国外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卫东战报  北京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总部 
文艺材料  总后勤部政治部文化部 
长缨  总后勤部机关革命造反总部 
文娱材料  北京军区政治文化部 
斗罗战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革命造反派斗罗大会筹备处 
红总战报  军事学院红色造反总部 
风雷  工程兵红色造反联络站 
红风雷  后字二四九部队红色造反者联络总站（通县军械学校） 
红联   总后工场管理部红色革命造反联队 
红色革命造反者（后改《红色造反者》）  空军二高专红色革命造反纵队 
红色造反者（原名《红色革命造反者》）  空军二高专红色革命造反纵队 
红色造反报  空军技术学院红色造反纵队 
红色造反者  海军革命造反派 
新三工  第三工程兵学校革命委员会（北京昌平） 
红旗报  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红旗造反纵队夺权指挥部 
主沉浮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院 10·5革命造反团 
井冈山战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井冈山红色造反团 
燎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团 
星火燎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队 
五洲震荡  陆、海、空驻京部队部分革命文体工作者 
新军乐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革命造反队 
井冈山  二二零七工厂井冈山报编辑部 
造反战报  二二零七工厂革命造反兵团宣传组 
河南红卫兵（首都版）  河南红卫兵报编辑部 

武汉钢二司（北京版）  武汉钢二司 
武汉钢工总  武汉钢工总供电部、中央统战民委系统联委会《八八战报》（联合

版，北京） 
武汉三钢狂人  武汉三钢`、石家庄鲁迅公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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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钢  武汉三钢、石家庄狂人总社合办（北京） 
专揪陈再道战报  中国科学院武汉红色造反团专揪陈再道战斗队、武汉钢二司、
三司硬革联《新华师战报》（北京） 

钢“九一三”（北京版）  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 
新武汉（北京版）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新武汉》联络站政宣部 
八二六炮声（北京版）  四川大学东方红 8·26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等 
首都八一五  首都红代会八一五兵团《红岩村卫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等 
揪斗乌兰夫专刊  内蒙古赴京揪斗乌兰夫联络站、首都揪斗乌兰夫大会筹备处等 

上海  

国庆专刊  上海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办公室宣传文艺组 
赤卫军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红卫兵  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上海市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 
红卫战报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司令部 
上海红革会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大联合联络站 
反逆流  上海市大专院校《反逆流》联合编辑委员会 
革命造反报  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革命造反报  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 
反逆流战报  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等 
红大刀画刊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工总司物资战线联络总站 
上海红卫兵  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委会 
上海红卫战报  上海市大专院校红代会、上海市中等学校红代会 
复旦战报  复旦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师《复旦战报》编辑部 
反逆流特刊  新复旦红革会造反联络站 
新复旦  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 
新师大  华东师大新师大编辑部 
新师大战报  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师大 
新师院  上海新师院新半师紧跟毛主席打倒刘少奇联合指挥部 
上海师院  上海师院革命委员会《上海师院》编辑部 
东方红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市东方红总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政法战报  红卫兵华东政法学院第三司令部 
新财经  上海财经学院接管临时委员会 
春雷画集  上海科技大学《春雷》编辑部 
红色造反者  红卫兵上海科技大学第三司令部、红卫兵嘉定第三司令部 
新科大  红卫兵上海科技大学革命委员会 
新航校  上海航空工业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总部 
新印校通讯  上海印刷学校“八二二”造反兵团 
反到底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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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到底通讯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动态组 
红交大  上海交通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宣传组 
新交大  上海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 
铁道战报  上海铁道学院红革会、赤革会、革联会 
火线报  上海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火线报编辑部 
挺进快报  上海机械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 
惊雷  上海轻校反修画笔 
二医战报·新上医战报  上海第一医学院《新上医战报》、第二医学院《二医战
报》 

二医战报  上海第二医学院革命委员会 
文艺战报  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革命楼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政治宣传部 
红画笔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红画笔》战斗团 
从头越  上海在职六五年高中毕业生革命委员会六五造反兵团 
红卫战报（影印版）  上海中等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战报编辑部 
红卫战报  上海中等学校红代会机关报 
新师院附中  上海师院附中炮打司令部联络站(炮联)宣传组 
中学运动  红卫兵上海中专技校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等 
大会特刊  建工部上海机械安装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等 
职教战报  上海市职工业余学校教师革命委员会（职革会） 
小教造反报  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教卫战报  上海《教卫战报》编辑部 
激扬报  上海市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 
文艺战报  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文艺战士  上海市革命文艺战士联合造反总部 
工农兵美术  工农兵美术工作者联合造反兵团 
看今朝画刊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美术联络站等 
上海人民广播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编印 
造反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 
万山红画刊  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出版系统总联络站《万山红》画刊编辑部 
大会专刊  《工人造反报》《财贸战士》《体育战报》等合刊 
红医兵团  上海市卫生系统红色造反总部 
红医战报  上海医务界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华东聋人战报  华东区聋人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 
体育战报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 
技术革命  上海《技术革命》编辑部 
联合战报  工交系统红色造反上海联络站等 
工人造反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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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  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海港战报  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海港联合指挥部海港战报编辑部 
海运战报  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海运局联络站 
起宏图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静安区分部起宏图报编辑部 
无产者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芦湾区联络站 
红峰  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虹口区指挥部等 
红工战报  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色工人  上海芦湾区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  
野战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野战兵团《野战报》编辑部 
大会特刊  大会筹备处、上柴东方红报编辑部 
反修战报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反修队上海总部 
上海学徒  上海市“学徒”革命委员会 
挺进军报  上海市灭资兴无铲修挺进军革命委员会 
红卫军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 
红色风暴  上海市政系统红色风暴编辑组 
财贸战报  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财革会） 
财贸战士  上海市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上海财联） 
战到底  上海革命归侨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农业战报  上海农口革命造反总部 
紧跟毛主席  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紧跟毛主席》革命造反队 
大会特刊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黄浦造反报  上海市黄浦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处黄浦造反报编辑部 
政法战线  上海政法界斗批改联络站 
公安战报  上海市公安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 
公安战报特刊  上海市公安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 
红色造反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 
红色风暴（后改《红色造反报》）  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 
红色造反报（原名《红色风暴》）  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
纵队 

联合战报  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沪联络站 
新上海  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纵队《新上海》编辑部 
南下战歌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 
首都红卫兵（上海版）  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东方红报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沪联络站 
红旗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驻沪联络站 
人大红卫兵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八一八战报  北京医学院八一八红卫兵、战斗兵团驻沪联络站 
八一三红卫兵（上海版）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驻沪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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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戟（上海版）  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 
红色造反报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再见吧，新上海！  部分外地驻沪联络站 

黑龙江  

东风战报  哈尔滨市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 
会刊  哈尔滨市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指挥部 
造反有理  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 
红后代  哈尔滨市红五类子弟造反大会 
黑龙江大学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黑龙江大学红色造反团 
红军工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 
革命到底  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整风串联会 
工学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红色造反者  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 
红卫兵战报  哈尔滨工程学院红卫兵“八八”红旗战斗团 
红卫兵  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编辑部 
新曙光  哈工大新曙光红色造反团 
哈尔滨红卫兵  哈尔滨中等学校红代会常设委员会 
干！报  “干！报”筹备编辑部 
哈尔滨战报  哈尔滨战报社 
红艺战报  黑龙江省文化艺术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总部 
工总司战报  哈尔滨工人红色造反者总司令部 
哈尔滨风雷  哈尔滨汽轮机厂红色造反团野战军总部、哈尔滨汽轮机厂中技校造
反到底总部 

斗私批修报  哈尔滨林业系统红色造反团总部 
红色劳动者  黑龙江省轻化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红色劳动者造反总部 
红色火车头  哈尔滨铁路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新闻电讯  《东北农垦报》临时接管委员会 
新战报  大庆工农兵联合造反总部 
红卫兵  大庆《红卫兵》报编辑部 
大庆烈火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庆革命造反司令部 
换新天  大庆石油财经学校红色造反团 
煤城红卫兵  鸡西市红代会 
红色暴动  齐齐哈尔红色暴动编辑部 
星火  齐齐哈尔市红五星红色造反团 
会刊  全国小学革命教师红色造反团黑龙江兵团齐齐哈尔分团 
红色战报  313厂红色造反者（第一重型机械厂） 
新红色战报  毛泽东思想三一三新红色造反团 
红色造反者  佳木斯市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 
红卫兵  佳木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 
红旗  合江航运局海员红联、佳木斯市印刷厂红联 
新佳医  佳木斯医院红色造反团 
红卫兵  牡丹江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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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江红浪  嫩江红浪编辑部 
东方红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呼兰县东方红第一司令部 
风雷  三三无产阶级造反团 
红色造反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兴安岭总部 
红色战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学院红色造反总部（齐齐哈尔） 

吉林  

长春公社  长春公社报编辑部 
红色造反报  长春市红卫兵总部 
长春红卫兵  红色造反者长春市红卫兵总部（二总部） 
反修报  二总部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 
新东北人大  东北人民大学《新东北人大》编辑部 
银锄落  长春公社吉林大学革命造反大军等 
红野战报  吉林大学红旗野战军 
革命造反军报  二总部吉林师大革命造反大军、八一八红卫兵 
新工大  吉林工业大学革命造反大军 
地院战报  长春地质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 
千钧棒  长春地质学院不听邪支队《新地院》编辑部等 
大江南北  长春二总部吉林农大《新农大》、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新钢院》 
农大七一八  长春公社吉林农业大学七一八火炬兵团 
斗私批修  吉林省红革会吉林日报红色新闻兵革命造反总部、长春日报红色造反
总队 

革命大批判  《革命大批判》编委会 
文艺革命  吉林省红色造反者砸烂文艺黑线联络站 
文艺批判  吉林省红色造反者砸烂文艺黑线联络站文艺批判办公室等 
红色造反画报  吉林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色造反画报》编辑部等 
红艺兵  红艺兵吉林省革命造反大军总部 
诗传单  长春市工农兵艺战线斗批改联合委员会 
新长影  长春公社长春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委员会筹委会 
红长影  长春电影制片厂大联合委员会 
长影造反报  吉林省红革会长春电影制片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电影批判  工农兵批判毒草电影联络站、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委会《东方红》兵团 
吉林工人  吉林省革命工人造反派大联合总部 
红战报  第一汽车制造厂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第一汽车制造厂  第一汽车制造厂革命造反总部 
汽车城  长春公社第一汽车制造厂分社《汽车城》报编辑部 
银行造反报  长春银行红色革命造反大军 
四平公社  吉林省四平公社宣传部 
新吉林  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红色造反者长春市革命委员会 
红色战报  中共延边州委红色造反兵团 
红色造反报  红色造反派抚松县革命筹备委员会 
红色造反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 
红战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红战总部 
红战鹰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 024 部队“12·27”“井冈山”革命造反团（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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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学校，长春） 
抗暴专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7航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辽宁  

铜墙铁壁  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辽联战报  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 
八三一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 
火炬战报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沈阳大专院校总部 
红卫兵  红卫兵沈阳大专院校总政治部 
红卫兵  红卫兵沈阳大专院校总部编辑部 
革命先锋  沈阳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战斗指挥部 
硬骨头战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硬骨头造反总团 
辽大红卫兵  辽宁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 
战报  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等 
八三一战报  辽宁大学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总部 
革命造反报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红旗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东北工学院总部 
东工红旗  革站东北工学院红旗红卫兵、造反团《东工红旗》编辑部 
新东工  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新东工编辑部 
真如铁  东工四野真如铁纵队《真如铁》编辑部 
革命造反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工业学院总部 
百万雄师  沈阳化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团总部 
反修战报  沈阳机电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团《反修战报》编辑部 
机电战报  辽联站沈阳机电学院《革联》《机电战报》编辑部 
炮声隆  沈阳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团 
东方红  沈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编辑部 
井冈山  沈阳音乐学院井冈山红卫兵 
红卫兵战报  沈阳市中等学校、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战报》编辑部 
沈阳烈火  沈阳轻工学校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沈阳第三十一中学东方红 
教育战报  沈阳教育系统八三一联合总部 
文艺战士  辽宁文化艺术界革命造反总部 
批修漫画  辽联文艺总部毛泽东思想一月革命军辽美总部等 
一月革命军战报  毛泽东思想一月革命军辽美总部 
辽宁电影  辽革站文化艺术战线电影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 
聋人从来急  毛泽东思想八三一红卫兵沈阳聋人总部 
聋人飞鸣镝  沈阳聋人革命造反总部 
工人战报  沈阳市工代会 
工学战报  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军沈阳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机电学
院 

挺进报  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挺进兵团沈矿总指挥部 
新曙光  辽革站一机联委毛泽东思想沈重机厂新曙光兵团 
红旗工人  毛泽东思想红旗工人铁道造反兵团沈局总部宣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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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战报  黎明公司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缚苍龙  辽革站辽宁省财贸战线 
长缨  东北局机关红色革命造反团《长缨》编辑部 
星火燎原  辽革站东北局机关革命造反兵团《星火燎原》编辑部 
春雷  中共辽宁省委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 
新曙光  辽联辽宁省省人委机关革命造反串联总部 
全无敌  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共青团辽宁省委联络总部 
缚苍龙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冲锋报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部《冲锋报》编辑部 
公安红旗  沈阳《公安红旗》总部 
红红红  旅大大中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 
还我长城  旅大市高联部、海院长征红卫队等《还我长城》编辑部 
旅大红卫兵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旅大高联部《旅大红卫兵》报编辑部 
银幕风雷  旅大市电影系统毛泽东主义战斗队总部 
旅大新曙光(联合版)  旅大市工联部《旅大新曙光》报等 
革命联军战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旅大市委
员会 

新大工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连工学院指挥部《新大工》编辑部 
倚天剑  大工指挥部《倚天剑》 
红色风暴  红卫兵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指挥部《红色风暴》编辑部 
红铁道  大连铁道学院红色造反团 
红卫兵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连海运学院总部红卫兵报编辑部  
刺刀红  海院刺刀红编辑部 
机车红旗  大连机车车辆厂造反大军《机车红旗》编辑部 
抚联战报  辽宁省抚顺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革命战报  中华全国红色造反者联合会抚顺分会《革命战报》 
红卫兵战报  抚顺石油学院红卫兵总部 
四联战报  抚顺石油二厂大联合指挥部 
革命文艺  毛泽东思想文学造反团煤都总部 
红卫兵  鞍山市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委会 
红卫兵报  红卫兵鞍山革命造反司令部 
井冈山  鞍山井冈山造反大军作战部 
新鞍钢  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 
红卫兵报  红卫兵锦州市大学总部 
阜新红卫兵  阜新市大中院校红卫兵联合委员会 
矿院红卫兵  阜新煤矿学院《矿院红卫兵》编辑部，辽宁阜新 
煤城怒火  阜新市毛泽东主义革命造反大军 
七一报  辽阳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七一公社《七一报》编辑部 
众志成城  营口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 
春雷战报  海城县革命委员会 
东方红  盘锦垦区盘山中学扫蛇神战斗兵团 
三七战报  辽革站三七联委《三七战报》编辑部 
红总战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 023部队红总（第八航空学校，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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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校革造反兵团总部（大连） 
东方红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等赴鞍联合编辑部 

新南开（沈阳版）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驻沈战斗队 

人民交大  西安交大革委会赴沈调查组 

内蒙  

无产者  内蒙古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联合战报  呼和浩特群众专政总指挥部 
呼三司  呼和浩特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红卫兵  内蒙古呼三司红代会 
宣传队  呼三司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包头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 
东方红  呼市三司内蒙师院东纵《东方红》编辑部 
东方红  内蒙古师范学院东方红战斗队总部、东方红红卫兵指挥部 
东方红画刊  内蒙古师院东纵《东方红画刊》编辑部 
挺进报  呼三司内蒙古工学院《井冈山》革命造反委员会 
白求恩  呼三司内蒙古医学院东方红公社 
铁骑战报  包头医专《钢城铁骑》 
红色风暴  红革会包头八中红革总部 
红青战报  呼和青少年战线斗批改联络站 
教育战鼓  呼和浩特教代会 
新文化  内蒙古自治区宣教口新文化编辑部 
革命造反文艺  呼和浩特市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文艺编辑部 
体育战线  内蒙古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 
工人风雷  呼和浩特工代会 
工人战报  内蒙古东方红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818  中国河西化工机械公司八一八革命造反团 
井冈山  轻化《井冈山》报编辑部 
东方红  鲁迅兵团内蒙古印刷厂《东方红》总部宣传组 
火车头  呼和浩特铁路火车头革命造反总部 
红卫兵战报  乌达矿中各革命组织联合 
农民运动  呼和浩特《农民运动》编辑部 
卫东战报  内蒙古计划东方红总部 
红林战报  内蒙古林业管理局革命委员会 
钢城烈火  包头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包头工人  包头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战报  集宁第三司令部师范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鄂尔多斯报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东方红  哲里木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哲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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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风暴  内蒙古军区红色造反团等 
红旗  内蒙古军区揪肖联络站 

天津  

天津战报  天津市工、农、学、干批判刘、邓、陶联络站 
天津红卫兵  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造反战报  天津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第一联合指挥部 
天津红卫兵报  天津市高等院校红卫兵总部 
追穷寇  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 
红炮兵  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 
新南开  南开大学八一八、八三一红色造反团《新南开》编辑部 
卫东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 

八一三红卫兵（1-22 期为油印，不录）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编辑部 

九一五  天津大学《九一五》编辑部 
红卫兵  天津东风大学革命造反红卫兵编辑部 
遵义  天津东风大学遵义兵团《遵义》编辑部 
指点江山  天津东风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团最高指示宣传组《指点江山》编辑部 
东风  天津东风大学革命委员会 
红卫兵  天津东风大学革命造反红卫兵编辑部 
红卫兵  天津工学院红卫兵（八二五） 
新天工  红代会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天工》编辑部 
天工八二五  红代会天津工学院八二五红卫兵《体院战报》 
红旗  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河北轻院《红旗》批判刘、邓、陶联络站 
东方红  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国民航机专红色革命造反总部 
津医八一八  天津医学院“八一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津医八一八》编辑部  
体院战报  红代会天津体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体院战报》编辑组 
中学红卫兵  天津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中学红卫兵  天津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劳二半战报  天津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八一八红卫兵 
红色宣传  天津市宣传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联合委员会 
天津新文艺  天津市市级文艺系统常务委员会 
文化战报  天津市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 
山鹰  天津市革命文艺联络站山鹰报编辑部 
文艺革命  天津市文化局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编辑部 
红旗战报  干代会大津文联红旗 
惊雷  天津市业余作者革命造反总部 
红旗画刊  宣传联委天津工艺美校（设计院）红旗战斗队 
文化尖兵  天津市工会文化宫俱乐部革命造反总部、天津市群众文化革命造反联
合总部 

井冈山  干代会天津市越剧团井冈山 
长征战报  天津市小百花剧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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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  天津东方红歌舞团 
红旗  天津市红旗文工团（原梆子一团）红旗公社 
电影批判  天津市工农兵《砸三阳》批判毒草影片联络站 
只争朝夕  天津干代会东方红画店革命造反委员会 
抗癌专刊  首都抗癌联络站天津调查组、津卫三司东方红医院革命造反公社 
聋人战报  天津市工矿企业民政系统无产阶级革命聋人联合委员会等 
红锋  天津红锋报社 
揭开天津日报黑幕  天津日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 
造反有理  天津日报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造反总部 
音乐战线  天津市《音乐战线》编委会 
战鼓  天津战鼓编委会 
斗私批修  《前进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 
十一八  天津人民出版社十一八革命造反团 
出版战报  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战报》编辑部 
美术革命  天津人民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员会《美术革命》编辑部 
红画兵  天津市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组 
革命职工报  天津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  
天津工交批判  天津市彻底粉碎刘邓薄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工业路线联络总站 
革命造反报  天津工矿企业卫生系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  
工交战报  天津工交战报社 
新冶金战报  天津新冶金革命委员会 
冶金风雷  工代会天津市冶工革委《冶金风雷》编辑部 
红色造反报  天津第一机械工业系统《红色造反报》编辑部 
革命工人  天津市工代会二机革委《革命工人》编辑部 
铁革委战报  天津铁革委《铁革委战报》编辑部 
铁道造反报  铁道部天津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 
多思  天津市油毡厂反修兵团《多思》编辑部 
红色消息  天津三建革命委员会  
从头越  天津市房管局卫东区工程处二七红卫兵 
红旗(天津版)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 

河北  

八一八战报  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八一八战报》编辑部 
红炮兵  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红炮兵》编辑部  
井冈山  河北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编辑部 
新河大  河北大学革命造反公社《新河大》编辑部 
红河大  河北大学革命委员会 
东方红  河北财经学院东方红公社 
斗争生活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 
红旗战报  首都红代会河北北京师院《红旗》 
美术战报  河北艺术师院遵义红卫兵 
新林大  河北林大劳动大学《东方红》兵团、《只争朝夕》战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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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穷寇  河北日报革命造反总部 
伏虎战报  河北日报险峰战斗兵团、飞越战斗兵团等 
长缨  河北电台八一七红少数造反战斗队、保定红代会保定一中红色尖兵政宣组 
革命造反画页  河北画报红色造反战斗队 
全无敌  河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 
红战报  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  
千钧棒  保定革命造反报红色新闻兵 
千钧棒  河北保定地区革命造反派批斗联络站《千钧棒》编辑部 
驱虎豹  河北保定革命造反派《专揪马辉联络站》 
红色造反报  河北保定红卫兵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色造反报》编辑部 
百万雄师  河北省保定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保定红卫兵  保定市大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 
红卫兵报  河北保定大中学校红代会机关报 
河北红卫兵  河北保定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红色造反团  保定大中学校红代会河北农业大学红色造反团 
革命造反报  革命造反报临时编辑组 
百万工农  河北保定工代会筹委会、河北保定市贫代会筹委会等 
保定工人  河北保定工人总部《保定工人》编辑部 
红色工人  河北保定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千钧棒  保定工总无产阶级革命派 
主沉浮  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狂人  红卫兵石家庄第二革命造反司令部 

鲁迅公社  红二司《鲁迅公社》编缉部（石家庄） 

纺院红旗  河北纺织工学院八一八红旗《纺织红旗》编辑部（石家庄） 
揪崔战报  石家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揪崔联络站、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
社 

风雷激  石家庄工人联合革命造反司令 
唐山红卫兵  唐山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红旗  唐山市红代会唐山铁道学院红旗战斗队 
冀南风雷  红卫兵邯郸革命造反司令部 
邯郸工人  邯郸市工人总部 
红卫兵报  张家口革命造反红卫兵总部 
会刊  中国人民解放军京字 320部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北京军区步兵

学校，石家庄） 
井冈山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京字 324部队井冈山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革命造反报  解放军铁道兵学院革命造反兵团（石家庄） 
指点江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 501部队革命造反兵团（铁道兵学院） 
捉鳖  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赴石造反纵队 

卫东（石家庄版）  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 

八一三红卫兵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平山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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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东（保定版）  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 

新南开（河北专刊）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驻保定抓叛徒联合战斗队 

八一三红卫兵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赴保调查组 

河南  

斗何战报  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何运洪联络站 
大会特刊  河南省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二七战报  河南二七公社二七战报编辑部 
河南二七报  河南二七公社《河南二七报》编辑部 
直捣中原  河南二七公社 

二七公社报（原《直捣中原》）  河南二七公社 

二七快报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站 
二七战报  河南二七公社二七战报编辑部 
二七战报  河南二七公社省社工读造委 
斗戴战报  河南二七公社揪斗戴苏理联络站 
斗陶文战报  河南二七公社批斗陶、文联络站 
大批判报  河南二七公社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中州烈火  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革命造反报  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革命造反报编委会 
指点江山  河南二七公社郑工革联《指点江山》编辑部 
东方红  河南医学院东方红 
东方红  河南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河南红卫兵  河南省中学红代会机关报 
红旗  河南二七公社郑大附中红旗 
红旗  河南二七公社郑州一中井冈山革委会 
八五战报  河南二七公社省一技校造反大队、郑大联委五七战团 
文艺战线  河南二七公社省文联红造委、工农兵文联联合 
戏曲战报  河南省革命戏曲工作室六卅战团 
新河南  河南省革命工人造反总部、河南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革命风暴  河南省革命职工造反总部 
二七工人报  郑州地区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 
二七工人  河南二七公社《二七工人》编辑部 
野战军报  郑州电缆厂革命委员会、河南二七公社郑缆野战军 
万山红遍  河南二七公社郑州革命职工联委文教卫生分会 
七二六战报  河南二七公社郑州卷烟厂文化革命联络造反委员会 
火车头  河南二七公社铁路分社 
东方红  河南二七公社黄委会东方红兵团 
风雷激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 
井冈山  河南二七公社中共河南省委机关井冈山兵团 
开封八二四  开封八二四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政宣部 
红卫兵  开封市红卫兵联络站 



 30 

造反有理报  开封市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宣传部 

八二四红卫兵（原《造反有理报》）  开封市红卫兵代表大会机关报 

八二四评论  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 
新河大  开封师院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中原文艺  开封师院艺术系革委会、郑州市文艺界平型关、省会文艺界造委 
新农院  河南二七公社豫农红总 
血战中原  河南二七公社豫农红总《血战中原》编辑部 
迎春到  开封一高红造委《黄河怒涛》报编辑部 
九九评论  开封八二四派总指挥部红造司黄河水利学校九九革命造反队 
六号门炮声  开封八二四六号门革命造反兵团 
开专战报  开封八二四《开专战报》编辑部 
红色电影  开封八二四电影分公司红色电影革命造反队 
新华社要闻  八二四开封日报社红哨兵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 
红色战报  开封八二四红色政法革命造反司令部、市公安局红色敢死队 
新开封报  开封地区工代会、贫代会 
无产者报  八二四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 
无产者  开封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无产者》报编辑部 
收获报  中共开封机械政治部 
铁流战报  八二四二总司开封机械革命造反总部 
春雷战报  开封机械厂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 
地专战报  开封八二四地专革命造反总部 
炮打司令部  八二四原市委机关炮打司令部革命造反团 
解放杞县  开封八二四杞县指挥部宣传部 
杞县八二四  开封八二四杞县指挥部 
井冈山  河南二七公社杞县五中井冈山 
二七风暴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红旗造反团、安阳地区五月风暴司令部 
二七风暴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二七风暴》编辑部 
战地黄花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安阳机床厂革联、安阳纸厂《东方红》 
安阳报  安阳地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二七公社一枝梅  《二七公社一枝梅》编写组（新乡） 
平原红旗  河南二七公社新乡红卫兵代表大会平原红旗编辑部 
镇黑浪  河南二七公社新乡化工学校镇黑浪报编辑部 
人民公社好  新乡县革委会“八六”筹备办公室、新乡县三代会《人民公社好》 
二七红旗  河南二七公社上街分社 
兰考卫焦  兰考县卫焦造反总司令部 
新矿院  焦作矿业学院、新疆喀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 
红卫兵  洛阳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筹委会 
卫三红  河南二七公社信阳分社第三野战军、东方红造反司令部 
无产者  河南二七公社平顶山分社革命职工联络委员会 
挺进报  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许昌县红造委 
反复辟  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反复辟联络站 
风雷激  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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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红旗  河南二七公社信阳分社 
红色造反报  河南二七公社商丘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治部 
工农兵文艺  河南二七公社商丘分社工农兵文联、文艺红造联 
红工战报  总字三四四部队印刷厂红色工人造反队（第二工程兵学校，洛阳） 
红色造反者  总字三四四部队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直捣中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赴豫调查团、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支豫战团等 
松江怒涛  首都红代会河南联络委员会等 
北京-河南满天红  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驻郑联络站、河南二七公社河南人民出

版社满天红战团 

卫东（郑州版）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河南专刊 

新南开（河南专刊）  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驻河南抓叛徒联合战斗队 

碧血边城（郑州版）  新疆喀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新疆喀什工人革命造反
司令部 

山东  

山东红卫兵  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鲁迅大学  济南市鲁迅大学(原山东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红二三战报  山东红代会鲁迅大学红二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指挥部 
东方红  红代会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指挥部 
东方红  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师院文革串联红卫兵指挥部 
红战报  山东工学院革命委员会 
东方红  山东海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红卫兵  青岛市红卫兵青岛市大中学校委员会宣传部 
东方红战报  青岛医学院东方红公社、青岛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风  青岛医学院东风战斗兵团编辑组 
工人战报  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 
山东革命工人  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 
主沉浮  青岛市革命职工总司令部 
火车头报  铁道部四方机厂革命委员会、青岛市革工总四方机厂司令部 
狂飙  烟台师专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昌潍东方红  山东昌潍东方红总部 
红卫兵  山东省红卫兵临沂地区指挥部 
红旗战报  红卫兵山东指挥部临沂分部蒙阴指挥部 
沂蒙烈火  山东省临沂地区革命委员会 
红色造反报  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红色造反总部宣传团（青岛） 
首都革命者  首都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驻山东联络站 

山西  

革命造反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传部 
红联战报  山西省红色造反联络站 
新山大  新山大红革会 



 32 

先锋报  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 
山西红画报  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山西人民出版社红画兵战斗队 
红卫兵战报  太原市学生红卫兵联络总站 
永红  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 
瑞金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工瑞金纵队 
红心战报  太原工学院红心战斗队 
革命造反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机革命造反团 
四野  太机第四野战军 
抗大风云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财学院抗大纵队 
红革联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山医红革联 
烈火战报  山西省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实习生革命造反总部 
井冈山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五中井冈山编辑部 
32111 公社 山西革命造反团五中《井冈山》、六中《32111战报》编辑部 
尽朝晖画刊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艺术学校闯创、山西文化干校尖刀连等 
新文化战报  山西省文化艺术界革命造反指挥部 
山西文艺战报  山西省文联红色造反队 
体育战报  红总站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 
工人战报  山西红总站职工总指挥部 
太行红卫兵  《太行红卫兵》编辑部 
红旗战报  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 
东风  山西红总东风革命造反兵团总部 
红太原  《红太原》编辑部 
红晋中  晋中批刘邓联络总站、工会革命委员会 
新轻院  晋中总站山西轻工业学院八一八革命造反兵团 
东方红  大同市红卫兵总部东方红编辑部 
红色战报  大同机车工厂革命委员会 

大会专刊  国营山西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大同） 

换新天  山西阳泉红总站《换新天》编辑部  
红色挺进报  山西阳泉红卫战校《劲松》等《红色挺进报》编辑部 
一·二六炮声  山西临汾地区红二司革命职工造反兵团政宣部 
在险峰  山西运城革命造反总部 
红运城  运城县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盐化工人  山西运城盐化局工代会 
星火燎原战报  山西省曲沃县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兵器通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大同） 
夺权专刊  装甲兵学院革命委员会 
革命造反  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宣传部 
晋京烽火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特工队、首都中学赴晋革命派 

江苏  

打倒江渭清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江渭清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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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雷激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 
人民江苏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 
江苏红总  江苏省红色造反司令部 
红色造反报  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江苏东方红  江苏省东方红公社 
新江苏  江苏省暨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新江苏》编辑部 
东城风暴  江苏工总、红总、大中院校南京东城区斗批改联络站 
促联战报  南京地区促进革命大联合联络站 
砸烂旧市委战报  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市委战斗队 
南京八二七  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连会政治宣传组 
南京八二七  南大《八二七战报》、《南京八二七》编辑部 
江苏红卫兵  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红卫兵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政治部 
红卫兵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红二司) 
江苏红卫兵  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革命造反报  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三) 
红卫兵战报  南京红卫兵战报社  
农奴戟  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后与八二七夺权大队等） 
八二七战报  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 
红卫报  南京大学红色造反团 
新南大  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 
红色造反报  江苏师范学院红色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队 
红色师院  江苏师院大联委《红色师院》编辑部 
红色造反者（后改《南京红色造反者》）  南京工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编辑
部 

东方红战报  红卫兵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总部、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公社 
井冈山  南京工学院井冈山造反军团  
星火燎原  华东水利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革命造反报  华东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 
红色造反报  江苏省劳动大学红色造反团 
八三战报  南京东方红大学八三革命造反师 
一月革命战报  江苏教育学院、江苏函授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东风战报  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红二司南京林学院东风兵团 
革命造反报  南京林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南林总部（南京红二司） 
新南农  南京农学院井冈山兵团 
新南航  南京航空学院红色造反团 
红旗战报  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军团 
南航战报  红卫兵南京航空学院总部（后加上南航革命造反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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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八战报  南京铁道医学院八一八革命造反兵团 
追穷寇  南京邮电学院红色造反团、中国人民大学驻宁联络站 
八一二战报  江苏省红色造反司令部中等学校司令部等 
中学红卫兵  南京中学大联委机关报 
中学红卫兵  南京中学红代会（筹） 
南京红卫兵  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中等学校司令部、中教红色造反司令部 
下乡上山简报  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中学毕业生分配组 
红小兵报  红小兵报社 
红色新闻兵  江苏新闻界革命造反联合会 
六一三战报  新华日报六一三战斗队 
全无敌  江苏《全无敌》全国通讯编辑组 
红印造反报  江苏省印刷业革命造反联合会 
红色文化  江苏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 
红色文艺战线  江苏省红色造反司令部《红色文艺战线》编辑部 
革命文艺战报  南京八二七文艺界串联会、江苏省文艺界斗批改战联 
体育战线  江苏省体育战线革命造反派联合会 
南京工人  南京八二七工人革命串联会 
江苏工人  红色造反司令部《江苏工人》编辑部 
工人造反报  江苏省工人红色革命造反司令部 
革命工人报  江苏南京地区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江苏工人报  江苏省工代会 
火炬评论  南京八二七工交公司支会 
火炬战报  南京八二七火炬战报编辑部 
红色工人  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 
促联  南京国营五一一厂 12·10革反团 
大桥战报  南京长江大桥八二七、东方红 
农业战线  江苏农业战线联络站 
大联合战报  江苏省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南京八二七省级机关革命
串联会 

新华战报  江苏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 
商业红旗  江苏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人民商业厅分部 
烈火报  南京市级机革命造反总部 
徐州反到底  徐州革命造反派反到底总指挥部 
徐州红卫兵  红卫兵徐州指挥部 
淮海八三一  徐州淮海八三一革命造反司令部  
淮海战报  淮海大学八三一红色造反兵团 
抗大  徐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抗大公社 
反到底  徐州一中反到底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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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电讯  徐州日报社革命造反派 
徐州工人  徐州工总 
红色火车头  徐州铁路地区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总司令部 
一·二七战报  苏州专区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红苏州  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红苏州》编辑部 
革命造反报  苏州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苏州红卫兵  苏州市大中院校红代会筹委会（后为红卫兵大联合委员会、红代会） 
红太阳战报  苏州医学院红色革命造反公社（后为文革筹委会） 
新苏州  苏州市工学运动革命串联会等 
文攻武卫  苏州市工学运动革命串连会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工人通讯  苏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苏城风雷  苏州印刷厂革命造反军 
东方红战报  (苏北农学院)东方红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 
红旗  江苏无锡九二革命串联会、红联会八一战校《红旗》  
无锡市九二  无锡市九二革命串连会 
红卫战报  无锡市大中专院校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延安  无锡轻工业学院延安公社、教革 
长征报  长征大学六二六长征报服务组（无锡） 
抗大造反报  九二红联会无锡抗大一机校临革会 
二八战报  无锡二八人民公社（无锡无线电厂） 
新无锡  《新无锡》报编辑部 
红无锡报  《红无锡报》编辑部 
革命造反报  无锡市东方红路（原中山路）118号（无主办单位名称） 
大联合战报  江苏省常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 
常州工人  常州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本报编辑部  
常州红卫兵  苏常一·八革命串联会、红卫兵革命先锋团等 
新闻兵  新常州报《新闻兵》编辑组 
常州革命报  《新常州报》卫东战斗队 
主力军挺进报  江苏省常州市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工农学战报  江苏常州工农学革命串联会宣传部 
工人革命报  江苏省常州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革命工人报  常州市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 
红色美术兵战报  江苏常州工人美术革命造反总部 
革命战报  常州市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工厂生活  中共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政治部 
革命造反报  铁道部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革命造反报》编委会 
戚厂工总  铁道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宣传组 
红戚厂  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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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通讯  清江市《红色造反报》编辑部 
红色造反报  清江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工人联合总站（后为市三代会） 
风雷激  南通县文攻武卫总指挥部 
红战友  南通医学院革命造反指挥部、附属医院红色革命战斗队 
南通工人  南通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杀派报  江苏省盐城杀派总指挥部《杀派报》编辑部 
革命工人报  江苏省盐城专区工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星火燎原  盐城专区纺织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新盐阜报  盐城专区革命委员会 
革命造反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镇江司令部、工农大学东方红战斗队 
无产者  镇江工代会筹备处 
镇江工人  镇江工代会 
红色战报  镇江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会筹委会 
革命造反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镇江司令部、工农大学（镇江农机学院）东方红
战斗队 

红镇江报  镇江专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工农战报  如东县工总部、农总部 
拥军爱民简报  如东县拥军联合指挥部 
斗批战报  毛泽东思想扬州革命造反派斗批联络站 
扬州红卫兵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扬州总部 
鲁迅战报  （扬州师范学院）鲁迅大学、鲁迅战校革命造反派 
红旗工大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旗工业大学宣传部（扬州） 
高邮红卫兵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扬州总部高邮分部 
一月风暴  扬州工总第一方面军、鲁大鲁校《毛主席万岁战报》 
工人造反报  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队扬州总部 
红工战报  毛泽东思想工人革命造反队扬州总部 
扬州工人  扬州工代会 
邗江战报  邗江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宣传部、扬州斗批改联络站 
一月风暴  连云港市毛泽东主义人民公社政治部 
靖江造反报  靖江县革命造反派 
启东红卫兵  《启东红卫兵》编辑部 
红色造反报  江苏省宜兴县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三司） 
武进红色战报  红色战报编辑部 
新泗阳报  泗阳县革命委员会 
新泰州  新泰州编辑部 
二九战报  邳县二九革命委员会 
丹阳革命报  丹阳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赣榆风雷  赣榆县革联（后为县三代会） 



 37 

革命造反报  宿迁县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云水怒战报  高邮县打倒刘少奇捣毁潘家店联络站 
红色造反报  炮轰灌南县委联络站、灌南县红色造反司令部、灌南中学红色造反
联络站 

工人造反报  兴化县工代会、文攻武卫指挥部 
工人战报  如皋县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色造反报  涟水县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涟水县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 
群众专政  海门县群众专政指挥部 
新军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 
揭发、斗争王平大会专刊   驻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王平大会筹备组 
革命造反报  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 
红炮兵  炮兵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兵团 
红色造反报  后字 252部队革命委员会（镇江汽车学校） 
武汉战报  武汉革命造反派赴宁宣传团 
冲锋号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驻宁联络站 
卫东（南京版）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 
常州市公安局问题专辑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赤革会）驻常联络

站  

文革简讯  首都《文革简讯》赴常革命造反队 
首都红卫兵（常州刊）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常联络站 

江西  

江西战报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 
新江大  江西大学《新江大》编辑部 
文攻报  江大井红《参考消息》驻市联络站等 
挺进报  江西中医学院文革委员会《挺进报》编辑部 
追穷寇战报  江西党校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 
火线战报  江西省《火线战报》编辑部 
洪都井冈山  国营洪都机械厂井冈山兵团 
电业战报  江西省大联筹南昌地区电业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江西省电业管理局
《红色革命造反》战斗队 

红色农民报  江西大联筹南昌农民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 
瓷都红卫兵  景德镇大中学校红卫兵总指挥部 
反到底  景市新闻系统《革命造反兵团》印刷厂指挥所 
红色曙光  江西萍乡《红色曙光》编委会  
井冈战报  吉安反复辟统一指挥部机关 
燎原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大队（南昌） 
首都红卫兵（江西版）  首都红卫兵赴赣调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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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南昌）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南昌联络站 
战南昌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战南昌纵队 

安徽  

安徽八二七  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 
江淮红卫兵  安徽合肥地区大中学校红代会 
八三一战报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团合肥师院纵队 
淮河战报  安徽商学院革命造反派 
红旗报  安徽省合肥工人第一革命造反司令部、安徽合肥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
部等 

红卫军报  安徽省合肥革命职工造反委员会红卫军 
工人造反报  安徽省合肥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 
安徽工人  安徽合肥工代会常设委员会 
红旗报  红旗报编辑部 
霹雳  芜湖总联《霹雳》报编辑部 
蚌埠红卫兵  蚌埠大中学校红卫兵总指挥部 
风雷  蚌埠《风雷》报编辑委员会 
造反报  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市郊农民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蚌埠） 
蚌埠报  蚌埠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革命联合报  安徽省淮南市《革命联合报》编辑委员会 
红淮南  安徽省淮南市工代会、农代会等 
革命造反报  马鞍山（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 
革命造反快报  训练处文革筹委会（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蚌埠） 

浙江  

反逆流  浙江省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 
红色风暴  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红色风暴编辑部 
快报  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政宣处 
红色造反者  浙江“炮打司令部”联络站 
红卫兵报  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政宣报  杭州市大中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政宣组 
革命造反报  浙江大学革命造反报编辑部 
红卫兵报  浙江大学《红卫兵报》编辑部 
红色暴动  浙江大学《红色暴动》编辑部 
浙江潮  杭州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东方红  杭州大学东方红兵团 
云水怒  浙江师范学院《云水怒》编辑部 
风雷激  浙江中医学院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政宣组 
红战报  浙江工农兵美术大学红卫兵战斗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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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战报  浙江省教育革命联络站《教育战报》编辑组 
井冈山  浙江省联总临联司井冈山报编辑部 
杭州工人  杭州市革命职工委员会杭州工人编辑部 
红色战报  浙江省交通战线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大会专刊  舟山地区揭发、批判、斗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大会服务团 

东海战报  舟山水产学院“九一五”战斗团 
东风好  江门市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革命造反报  金湖县革命造反派斗批联络小组政宣组 
井冈山  临海地区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井冈山报编辑部 
井冈山  浙江省瑞安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南湖战报  浙江省嘉兴“炮打司令部”联络站 
甬江风雷  《甬江风雷》编辑部 
浙东风暴  浙江宁波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等 
鲁迅战报  绍兴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 
工人革命造反报  绍兴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红色四明山  余姚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 
金二司战报  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部（金二司） 
红卫兵  浙江省红代会（）)江山县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红三司） 
战地黄花  总字 664部队红联革命造反团（防化学兵学校，浙江江山） 
红旗  北航红旗江浙调查组 
战杭城  上海革命造反派赴浙联合调查团《战杭城》编辑部等 
工造总司战报  新武汉革命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浙江温州第一期） 

福建  

四二○战报  福建省四二○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部 
新福建  福建省打倒叶飞串联大会《新福建》编辑部 
八二九华大战报  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部、华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
战斗兵团 

八二九战报  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井冈山  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司令部井冈山战报编辑部 
福建红卫兵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 
新福大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委会新福大分部等 
师院战报  省革造会福建师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曙光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师院分部 
硬骨头报  福建日报革造会工人硬骨头战斗队 
新闻战线  福建日报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六月天兵  福建省革造会千钧棒部队、省文化系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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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主力军报  福建主力军等 
八二九榕司战报  《八二九》福州司令部战报编辑部 
革命造反报  福州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福建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 
新挺进  福建省八二九新厦大公社、厦门大学红卫兵独立团《新挺进》编委会 
鹭江风雷  八二九厦门工司工程厂促委会《倒海翻江》、八．二九厦门大中专总 
厦门前线  新厦门公社、协会、独总文攻武卫临时作战指挥部《新厦大公社战报》 
参考资料  八二九厦门四中新四中公社材料组 
鹭江风雷  八二九厦门工司工程厂促委会《倒海翻江》、八二九厦门大中专总司
等 

向北京战报  厦门革联总司、市委机关革联等 
八二九  晋专八二九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等（泉州） 
泉战总  毛泽东思想泉州工人战斗总部、毛泽东思想泉州农民战斗总部等 
革命战报  仙游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委会 
红仙游  仙游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一中红旗  福建仙游红一中《一中红旗》编辑部 
大联司战报  福建省永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总司令部 
红二八  闽西革命造反委员会（福建龙岩） 
造反报  永春县革命职工、贫下中农、红卫兵代表委员会 
红卫军  福建省莆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卫军总部编辑室 
九二五战报  福建前线惠安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925革命造反兵团 
军造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革命造反委员会 
革字派战报  福州军区卫生学校革字派总部 
首都红卫兵（福建版）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福州联络站 

湖南  

反复辟战报  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委会、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造反有理  长沙市革命造反者联合指挥部 
反武斗战报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武斗联合指挥部 
湖南红旗军问题  湖南红旗军问题联络站、调查团 
闹龙宫  毛主席的红四军长沙总部宣传部 
红卫兵报  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 
赤卫战讯  长沙保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总部 
红卫兵报  毛主席的红卫兵长沙总部 
红卫兵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 
警报  红卫兵长沙市高等院校革命造反军 
高校风雷  长沙市高等院校风雷挺进纵队 
高校战报  湖南省《高校战报》编辑部 
高校战报（原《反复辟战报》  湖南省《高校战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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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红浪  红卫兵长沙市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第三司令部） 
星火燎原  长沙市井冈山红卫兵、湘江公社总司令部 
革命大批判  湖南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宣组 
大字报选  湖南大学文革宣传组、湖南大学东方红联合指挥部 
麓山风雷  湘江风雷湖大战团宣传部编 
新湖大  湖南大学新湖大公社 
反修战报  新湖大联委《斗批改》组 
红卫兵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湖大总部 
东方红战报  高司湖南财贸学院总部、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 
文革战报  中南矿冶学院文化革命联合委员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反复辟战报  中南矿冶学院遵义挺进纵队、湖南大学湘江风雷战团等 
霹雳战报  中南霹雳战斗兵团长沙司令部 
挺进报  中南矿冶学院遵义挺进纵队挺进报编辑部 
云水怒  高司湖南师院总部 
延安战报  高司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 
1·15  “1·15”联合调查团（长沙） 
湘江风雷  红中会《长沙红卫兵》报编辑部 
中教联  长沙市革命造反派教职工联合委员会 
战地黄花  长沙教工红色造反团《战地黄花》编辑部 
毛泽东思想宣传兵  毛泽东思想宣传兵 
红色新闻兵  《 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总队、革命职工造反有理总队 
追穷寇  红色造反者《湖南日报》临时接管委员会 
新湖南报专案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新湖南报政治迫害案”联合调查组 
红色长征报  湖南人民出版社《红色出版兵》革命造反团 
红色文艺兵  湖南省红色文艺兵联合委员会（红艺会） 
湘江风雷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总司令部《湘江风雷》编辑部 
金猴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金猴战团编辑部 
揪坏头头战报  湘江风雷揪坏头头挖黑三线联络站  
红旗  红旗湖南革命造反司令部联络站  
湖南工联  湖南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代会北京电力学院东方红兵团 
近卫军报  湖南长沙誓死捍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孙大圣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孙大圣挺进军 
湖南工人  湖南红工会 
造反公社  毛泽东主义红工会长沙革命造反公社 
长沙工人  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 
工联战报  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 
红运兵  湖南省交通系统红色造反者总指挥部、省汽运公司指挥部宁乡管理站 
红电军  湖南红电军  



 42 

永向东  中共湖南省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 
橘州春雷  中共长沙市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委员会 
氢弹  湖南公检法问题专案调查团 
革命大批判  浏阳县革命大批判指挥部 
红中会  红卫兵浏阳县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红中会》编辑部 
长征会师报  一二·二六赴韶长征队会师大会筹备处 
红造联  湘潭红造联 
韶山红旗  湘潭县红色造反者联合作战部 
湘江风雷  湘江风雷挺进纵队湘潭地区司令部 
湘江风雷  湘潭《湘江风雷》编辑部 
湘潭工人  湘潭红色工人造反联合筹备委员会 
红色造反者  湘潭地专机关红色造反者联络总站 
红卫兵  湖南省道县中学红代会 
起宏图  衡阳地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筹委会 
红卫兵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驻衡造反军 
共青团战报  红卫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命造反军衡阳总指挥部 
万山红遍  安江纺织厂湘江风雷、工联 
井冈山人  湖南益阳县井冈山《井冈山人》编辑部 
首都红卫兵（长沙分刊）  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湘宣传部 
湘中专案简报  首都红代会赴湘专案调查组、湘中纠察总队问题专案调查联络站 
北京红卫兵  红代会首都赴郴调查组《北京红卫兵》编辑部 
红旗  北航红旗驻长沙联络站 

湖北  

红卫兵战报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政治部 
百万雄师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 
革命造反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 
武汉钢二司（原名《革命造反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
部宣传部 

湖北红卫报  毛主席路线红卫兵 
红卫造反报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宣传部 
东方红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东方红》编辑部 
武汉三司革联  武汉三司革联 
李达问题  武汉大学钢二司、三司革联彻底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串连会编 
打倒李达专辑  武汉钢二司、三司革联、红教工武汉大学革命到底串联会 
武汉红代会  《武汉红代会》编辑部 
革命到底  武汉钢二司、三司革联、红教工等 
三反一粉碎  武汉钢二司《三反一粉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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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二司评论  钢二司武昌区《三反一粉碎》联络站 
造反有理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总部 
红色造反报  三司革联武汉大学红色造反团 
钢武大  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钢武大四反指挥部 
新武大  红三司武大指挥部《新武大》编辑部 
红色造反战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红色造反团 
新华工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宣传部 
新华工(聂派)  武汉新华工革委会《新华工(聂派)》编辑部 
新华工通讯  武汉新华工革委会星火战斗队 
扬子江评论  新华工 6746部队 
造反先锋战报  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造反先锋战报》编辑部 
新湖大  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 
起宏图  红卫军《缚苍龙》、新湖大《换新天》等 
新华师战报  钢二司新华师总部、三司硬革联新华师红色造反团 
长江风雷  武汉钢二司新武师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工兵武师总部等 
新民院  中南民族学院钢二司、三司革联《新民院》编辑部 
新武外  新武外红色造反委员会政宣部、武汉钢二司硬革联新武外总部 
钢二司武邮  钢二司武汉邮电学院总部 
红水院  武汉钢二司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总部《红水院》编辑部 
新水运战报  武汉钢二司、三司硬革联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新水运战报》编辑部 
新水运  钢二司武汉水运工程学院 
新水运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水运总部 
江城体育  武汉体育学院革命委员会、武汉钢二司新体院总部 
红色造反报  武汉机械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工兵、红教工  
新武工  武汉钢二司《新武工》编辑部 
红武测  钢二司《红武测》编辑部  
新华农  武汉《新华农》编辑部 
新华农战报  武汉钢二司新华农总部 
江城风暴  毛泽东思想实验员武汉地区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团 
红卫兵  武汉红卫兵《红卫兵》编辑部 
红卫兵  武汉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 
红旗  钢二司红旗总部 
新一中  武汉市中学红联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 
海燕  武汉钢八中革命委员会、钢二司八中总部 
指点江山  钢二司武昌水果湖中学红色造反团 
七月风暴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陨中总部 
滔滔汉江  钢二司武汉机械工业学校总部宣传部 
三司硬革联  白求恩医校红色造反团、新华师红色造反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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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总  武汉红代会三新中总四反联络站编辑部 
中学红联  武汉中学红联 
新小教  武汉市小教总司 
在险峰  毛泽东思想红教工小教总司《独立寒秋》战斗队 
换新天  武汉《换新天》编辑部 
四六战报  武汉地区科技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庆祝“四六”毛主席接见十周年大会
筹备委员会 

万里长江报  武汉长办革委会、长办联司《万里长江报》编辑部 
武汉烈火  武汉地区新闻界革命造反派《武汉烈火》编辑部 
缚苍龙  无产阶级革命派进驻红旗大楼“四反”“捍三红”指挥部 
专批“二八声明”  《武汉晚报》革命派专批“二八声明”联络站 
卫三红  武汉《卫三红》编辑部 
红战兵  毛泽东思想红战兵武汉战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江汉部摄影队  
文艺战报  湖北省直文艺界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狂妄报  湖北省文艺总部、武汉市文艺革司《狂妄师》编辑部 
讨戚战报  钢工总省直战线指挥部文艺组等 
新天惊雷  武汉《新天惊雷》编辑部、省文联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 
电影战报  武汉文艺革司电影革联、武汉三司硬革联 
狂妄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中小型剧团社文单位《狂妄》联络站 
戏剧战报  武汉汉剧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司汉剧院红反团 
红色火车头  毛泽东思想武汉工人造反司令部宣传部 
武汉钢工总  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武汉青年  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毛泽东思想红学员武汉革命青年造反司令部 
战斗画报  武汉钢工总宣传部 
红楚囚  武汉钢工总红楚囚兵团 
江城前哨  钢工总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 
五湖四海  钢工总《五湖四海》报编辑部 
七月风暴  武汉钢工总七月风暴编辑部 
工造总司  毛泽东思想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工造总司》编辑部 
152 风暴  钢工总二七办事处、钢二司新四十中井冈山驻 152联络站 
钢省柴  湖北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等 
武汉三钢三新三联  武汉三钢三新三联 
武汉工人  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 
九一三战报  武汉钢九一三战报编辑部 
新一冶战报  武汉新一冶革代筹委会 
六二四战报  武汉工造总司十九分部 
新武重  新武重联司、《联司战报》编辑部 
战江城  钢武重 12·26战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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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江城  钢工总省轻化工兵团等 
新长江航运报  长航（汉）革命工代会 
钢武司  长航武汉分公司革命委员会、武汉钢工总新长航总部武司兵团 
斗私批修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摧资总指挥部乔口地区大批判指挥部 
江城财贸  武汉市财贸革命职工委员会（财革会） 
省直红司  毛泽东思想湖北省直属机关红色造反司令部 
抓革命促生产战报  湖北省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公安联司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公安联司、首都红代会政法公社 
斗陈战报  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等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斗陈筹备处等 
风雷激  总字四二三部队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汉口通信兵技术学校） 
人大三红（武汉版）  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三红驻中南联络站 
北工红旗支汉专刊  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武汉钢工总铁四院硬红
色造反团 

江城风暴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赴武钢纵队、武汉钢工总小教兵团 
红旗  西军电临委会、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 
二七公社  河南二七公社特派赴汉战团等 
红革司（武汉版）  钢工总（五湖四海）、青岛海军政治学校红色革命造反司令
部等  

广东  

歼刘战报  广州地区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委员会 
广州批陶  广州批陶联合委员会 
批陶报  广州红旗批陶联络站 
东风浩荡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广州地区联合总部 
广州红卫兵  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八三一  广州红司、中大“八三一”编辑部 
中大战报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 
红旗战报  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红旗战报编辑部 
中大红旗  广州红代会（筹）中山大学《中大红旗》编辑部 
中大战报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 
东方红  广州红司暨南大学《东方红》编辑部 
东方红  红代会红司暨大革联东方红《418》纵队 
批陶号角  广州斗陶总指挥部新暨大 1226 部队、井冈山红旗《批陶号角》编辑
部 

华师红旗  广州红司华南师院红旗革命造反总部 
华师红旗  广州红代会（筹）红司《华师红旗》编辑部 
延安火炬  红司广州美术学院《延安公社》八三一红卫兵总部 
东方红  中山医学院《东方红》报编辑部（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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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医红旗  广州红代会（筹）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广医红旗》编辑部  
指点江山  广州红代会（筹）红司华工《指点江山》编辑部 
红色暴动  广州红司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  
红卫兵战报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华南农学院野战团 
教工战报  广州大专院校教工总部 
红色造反者  广州一中革联七一革命造反队 
六中东方红  广州六中东方红革命委员会 
东风评论  东风学革会《东风评论》编辑部 
反英抗暴  港澳回穗学生反英抗暴团 
指看南粤  宣教红司、广州红司文艺革命联合小组 
红旗文艺  省直红旗广州文艺红旗总部 
文艺呐喊  广州文艺呐喊战团 
新珠影  工革会、文革会珠江电影制片厂《新珠影》编辑部 
红旗评论  广州星火战团《红旗评论》编辑部 
广州工人  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广州工人》编辑部 
红旗工人  广州红旗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旗工人》报编辑部 
工联  广州工联《工联》编辑部 
一月风暴  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省直站） 
钢八一战鼓  毛泽东思想八一战斗团荔湾分部、印刷分部联合出版 
工革联  湛江工革联 
红旗战报  新会《红旗战报》编辑部 
狂飙  茂名《油城风雷》、广州新一司共农《狂飙》 
儋县红旗  儋县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络站（广东海南儋县） 
东方红  定安县革命造反派《东方红》联络站、定安中学东方红公社等 
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员 
八一三红卫兵  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赴穗调查组 
战海南  外地革命派《战广州》兵团 
珠江风暴  中国人民大学南下革命造反团 
惊雷  重庆大学 8·15战报、红卫兵海口三司《惊雷报》编辑部（海口） 

广西  

4·22 战报  广西 4·22革命行动指挥部《4·22战报》编辑部 
广西联指报  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邕江怒吼  广西联指《邕江怒吼》编辑部 
百万雄师  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编辑部 
革命造反报  广西南宁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南宁革命造反联络站 
广西红卫兵  广西红卫兵总部 
南宁红卫兵  南宁红卫兵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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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烈火  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指挥部 
千钧棒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广西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 
818 战报  广西南宁市 818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红西大  广西大学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红卫兵总部 
炮声隆  广西日报社 58112革命联合总部 
广西工总  广西工总《广西工总》编辑部 
红卫兵报  桂林市大中学红卫兵总部 
斗陶战报  广西革命大学斗争陶铸联络站（桂林） 
老多战报  广西革命大学 
革大老多（原名《老多战报》）  广西革命大学 
五四铁笔战报  桂林市五四铁笔战报编辑部 
战恶狼  柳州红卫兵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柳州工总  广西四二二柳州革命造反大军柳州工总 
柳州联指报  柳州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红卫兵  柳铁红卫兵报革命造反编辑部 
钢联指  柳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606 次特别列车事件专刊 
西江怒涛  梧州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财贸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等 

四川  

红卫兵  红卫兵成都部队政治部 
东方红战报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电讯支队等  
八三一战报  地区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成大支队、成都大学八三一战斗团 
十一战报  成都工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工学院总部等 
暴风雨中的成都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总部、“十
一” 

解放大西南  地区总部成都地质学院校革命委员会、红卫兵成都部队地院支队等 
农奴戟  红卫兵成都部队民族学院支队、西南民族学院红旗战斗团 
九七战报  地区总部四川师范学院红色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等 
九一五战报  川医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等 
血战到底  地区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中医支队等 
中学红卫兵  地区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第三纵队 
八二六炮声  四川大学东方红 8·26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 
红卫东  地区总部红卫东成都部队 
红卫东人  地区总部红卫东成都部队 69纵队 
11·19 战报  132厂 11·19革命造反派 
井冈山之声  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井冈山之声》编辑部 
惊雷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财贸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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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烽火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铁路分团 
风雷激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249部队 
吶喊  5016野战部队《吶喊》编辑部 
新西南  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 
红色战报  四川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 
红囚徒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总部《红囚徒》编辑部 
铁证  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成都公安四一九战团、红卫兵成都部队 
红卫兵报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 
山城风云  重庆革命造反派联合 
山城红旗  《山城红旗》报编辑部 
山城红日  《山城红日》编辑部 
山城战报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主办（第三期开始由重庆市革命造反联

合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主办） 
山城怒火  重庆市无产阶级反到底革命派、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 
山城红卫兵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8·15 战报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 
重大八一五  重庆大学校刊编辑部 
八一五风暴  “八一五”周年纪念大会筹备处宣传组 
打倒李井泉专刊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等 
红岩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西师红卫兵团、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 
八一八战报  红卫兵重庆警备区建筑工程学院红卫兵八一八战斗团 
紧跟毛主席  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西南政法学院《紧跟毛主席》战斗团 
横眉  渝字 404部队《横眉》编辑部 
32111 战报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六中红卫兵团 32111战斗团 
红卫兵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六中红卫兵 32111战斗团 
鲁迅战报  重庆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 
聋人风暴  重庆聋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重庆聋人革命造反总部 
井冈山  军工井冈山望江东方红公社、重庆井冈山红卫兵总部 
造反军战报  重庆反到底工总司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 
战恶风  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司令部 
2·7 战报  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总部 
盐都炮声  自贡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等 
红色造反报  四川宜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 
革命造反报  革命造反红旗宜宾方面军 
宜宾专刊  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 
巴山烽火  达县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络站 
雨城红卫兵  红卫兵成都部队雅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新）总部 
风展红旗  成工造雅安分团、甘牧州《红十条》《风展红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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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  四川石油学院井冈山报编辑部（南充） 
四二八战报  四川遂宁县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 
荣昌战报  红十条派荣昌两代一筹政宣部 
学习资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 028部队红色造反总团（第十三航空学校，成都） 
028 战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 028部队红色造反总团 
革命造反者  海字 445部队革命造反者联合司令部（海军第四航空学校，阆中） 
红色通工  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 
全无敌战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工程学院东方红造反军 
10·27 大血案专刊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四一二部队（通信兵工程学院）、重庆
市第十五中学红色造反团 

一○五风暴  第七军医大学一○五红色造反团、红工造反团 
红色造反者  第七军医大学红联红色造反总团 
红色造反者  后字二四二部队《红色造反者》编辑部（后勤工程学院） 
8·15 战报（成都版）  8·15战报编辑部 
新北大长缨  首都红代会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红卫兵赴蓉调查组 
蜀道评论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西南地区联络站 
井冈山之声（成都版）  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之声编辑部 
文革简讯 首都《文革简讯》编辑部（成都） 
八一三红卫兵  天津红代会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赴蓉调查组 
首都红卫兵（重庆版）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 
红旗（重庆版）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 

云南  

打倒赵健民  《春城风暴》编辑部 
共产党宣言  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共产党宣言》公社 
新云南  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 
铁流  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 
战地黄花  毛泽东思想云南革命造反文攻团《火与剑》战斗队 
红炮手  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 
炮三司  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兵团第三司令部 
红色造反者  云南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 
八二三战报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昆明红卫兵  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 
九一四战报  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 
九一四战报专刊  新师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 
师院八二三  昆明师院八二三战斗兵团 
红火炬  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新师院《红火炬》编辑部 
东方火炬  昆明医学院毛泽东主义三七炮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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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炮手  昆明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 
中学红卫兵  昆明八二三新一中兵团 
中学号兵  附中、六中等八二三战斗兵团 
红旗战报  昆明市小学革命教师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 
红色战报  云南省工农兵科协革命造反派 
红宣兵战报  毛泽东思想红宣兵云南革命造反兵团 
全无敌  云南日报毛泽东思想《全无敌》战斗团等 
白求恩战报  昆明市卫生系统八二三白求恩兵团 
轻工战报  毛泽东思想昆明市轻工战斗兵团 
红色轻工  毛泽东思想昆明轻工红色造反兵团 
红炮兵  云南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红炮兵》编缉室 
政法战报  昆明地区公、检、法斗批改联络站 
农奴戟  首都第三司令部南下串联队（昆明） 

贵州  

专刊  斗争李铁乃—黄世明反革命集团及其社会基础大会 
红卫兵  贵州省大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  
红卫兵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四一一战报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四一一革命派《长缨在手》 
四一一战报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四一一兵团 
贵州大学  毛泽东思想贵州大学革命委员会 
六六战报  省红代会贵阳师院六六战斗团 
春雷  毛泽东思想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 
新贵工  省红代会新贵工九一五战斗团 
新贵农  贵州农学院革命委员会、红卫兵团、红代会 
九五战报  贵州新华印刷厂九五大队 
新闻战鼓  《新贵州报》革命大批判小组 
贵州农民  贵州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 

陕西  

摧旧战报  西北地区彻底摧毁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站 
八五战报  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八五造反总指挥部 
革命青年  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大中院校统一指挥部彻底摧毁刘邓
在青年工作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络站 

红卫兵  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光阴迫  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 
曙光  西安地区高等院校大批判大联合促进会 
新西大  西安地区大中院校统一指挥部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西北大学红卫兵总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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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交大  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 
六月天兵  西安交通大学《六月天兵》战斗兵团 
人民政法  西北政法学院文革筹备处 
新师大  红造司陕西师大八一八总部、统指陕西师大文革筹委会 
红冶院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文革筹委会  
穷棒子红缨枪红大刀  统指西北工大文革（筹）穷棒子战斗队、统指美纵西安美
院(筹)红大刀、红缨枪总部 

西北工大  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西北工业大学文革委员会 
狂飙  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陕西工业大学大批判兵团 
古城风暴  陕工大《风雷激》兵团 
陕工大  陕西工业大学革命委员会 
陕西工大  陕西工业大学革命委员会 
呼声急  西安矿业学院《呼声急》战斗队  
矿院新声  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西安矿业学院文革筹委会等 
石油学院  西安地区大中院校统一指挥部西安石油学院文革临委会 
万里东风  西安公路学院革命造反委员会扫残云战斗队 
呐喊  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西安美院 8·18红总部《呐喊》编辑部 
反到底画刊  西安美术学院（筹）、西北大学（筹）、西安第一印刷厂反到底兵团 
造反有理  西安工农兵美术学院文革筹委会 
新西农  西北农学院文革筹委会 
红小兵  西安地区红小兵总指挥部、西安地区革命教工文革总会六六战团 
文化战报  陕西省文化馆系统毛泽东思想文化兵团 
文艺战报  西安地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兵团 
史学革命  西安地区《史学革命》编辑部 
无产者  西安地区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联合会 
红色工人  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红矿工  西北地区煤炭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站 
革命工人  西安地区机械工业文革联合会指挥部 
万丈长缨  工总司直属市造纸印刷司令部《缚苍龙》兵团、西安交大《天地转》
战斗队 

西安工人  西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 
红西仪  西安地区工联西安仪表厂文革临委会、红造司西安仪表厂红卫兵总部 
大批判大联合专刊  机总中共陕西省委机关红色造反总部 
缚苍龙  机总司省委机关红色造反总部《缚苍龙》战斗队 
反复辟  西安地区 926专案联合调查团 
美术风雷  陕西美术纵队咸阳分部等 
炮声隆  陕西富平地区革命造反者炮打司令部统一指挥部 
红尖兵  乾县中等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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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煤烽火  铜川 212渭煤系统红色造反联合总部 
战恶风  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赴汉革命造反野战军 
红色造反者战报  总字二一二部队红色造反团（装甲兵工程学院，西安） 
红色造反者  装甲兵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总团 
新军电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 
红色造反者  空字三七七部队文革筹委会（西安） 
造反到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 
造反有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红色造反总团、红色军工造反总团 
首都红卫兵（西安分刊）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西安联络站 
八二四（西安版）  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 

甘肃  

红三司  甘肃红色造反派第三司令部 
五一四战报  甘肃红三司五一四红战团《五一四战报》编辑部 
红卫军战报  兰州市红卫兵总部筹备委员会宣传部等 
红色战报  兰州红色革命战斗总部 
大专三司  兰州大专院校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 
二七红卫兵  红卫兵兰州二七兵团 
红卫兵  红卫兵兰州九三革命总部 
新兰大  兰州大学红三司《新兰大》编辑部 
文革通讯  兰州大学“六七”文革通讯社 
东方红战报  甘肃师范大学革命造反总部 
红色风雷  甘肃师大红司《红色风雷》编辑部 
红铁院  兰州铁道学院《红铁院》编辑部 
井冈山  兰州铁道学院革命委员会等 
红卫兵报  兰州医学院《红卫兵报》编辑部 
红色暴动  兰州地区中学校红代会机关报 
文艺战报  甘肃省红三司打倒汪锋一小撮委员会《红河激浪》专案调查团 
火车头战报  《兰州铁道》报社革命造反派职工 
遵义公社  甘肃红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 
七一报  甘肃红三司共青团兰州市委七一战斗队 
红总司  天水地区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 
陇东战报  陇东红色造反纵队 
红色串联  赴兰红卫兵兰西总队政治部 

宁夏  

挺进报  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挺进报》编辑部 
批朱战报  宁夏无产阶革命派总指挥部《彻底批判朱声达非法军管罪行》联络站 
东方红  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战斗团联合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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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展红旗  石嘴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风展红旗》编辑部 

青海  

大批判（专刊）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 
追穷寇战报  青海省八一八打倒王昭死党联络站 
血未干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二二三受害者伤病员赴兰州造反纵队 
青海红卫兵  青海红卫兵总部 
八一八战报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 
昆仑红旗  青海大学八一八联委宣传部 
三二四战报  青大师院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红科战报  青海省科学实验战线八一八革命造反派斗批改联络站，青海省科委、
科协八一八红科兵 

红宣兵  青海省八一八红宣兵战斗团 
电影战线  青海红宣兵《电影战线》编辑部 
高原风雷  《高原风雷》编辑部 
八一八工人战报  青海省工交系统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 
青海石油工人  青海石油管理局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八一八战报  青海八一八无产阶级革命派石油局大联合委员会 
八一八战报  八一八冷湖指挥部、八一八冷湖联络站 
指点江山  中共青海省委机关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 
政法战报  青海政法战线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东方红  青海省东方红公社、东方红红卫兵指挥部 
首都红卫兵（西宁分刊）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第三司令部）
驻青海联络站 

新疆  

革命到底  新疆红卫兵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联） 
红卫战报  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大中院校红代促进会政治部 
反修红卫兵  红促会红一司 
新疆红卫兵  新疆红二司政宣部 
天山怒火  新疆红二司《天山怒火》编辑部 
决战  红促会新疆工学院《决战兵团》宣传部 
一月风暴  红促会新疆医学院《一月革命》联合兵团 
红旗战报  新疆红二司八一农学院革命造反兵团 
八二五战报  新疆红二司一中造委会政治部 
东方欲晓  红促会八一中学红造部政治部 
昌吉红卫兵  新疆红二司昌吉分部 
红色新闻兵  新疆日报革命造反司令部 
红艺兵战报  新疆文化艺术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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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锤  新疆《铁锤》战报编辑部 
惊雷铁锤  新工总新疆石油革命造反指挥部《惊雷》、工农兵印刷厂联造《铁锤》 
天山工人  乌鲁木齐地区工代会促进会政治部 
农牧战线  乌鲁木齐地区农代会促进会政治部 
决战  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工促会党政群促联会，自治区党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联
络站 

大会专刊  工促会区党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联络部、工促会区人委机关捍卫毛泽
东思想战斗兵团等 

同心干  新疆工促会红泉革命公社《同心干》编辑部 
喀什红卫兵  新疆喀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 
东方红  新疆喀什师专《东方红》公社 
大会特刊  塔城中等学校红代会宣传部首届二次代表大会秘书处 
前哨红卫兵  新疆塔城中学红代会宣传部 
新塔城报  塔城专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 
红联战报  克拉玛依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 
缚苍龙  伊犁日报社红宣兵《缚苍龙》编辑组 
红伊犁  《红伊犁》报编辑部  
兵器四师红卫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红卫兵革命造反委
员会 

革命造反报  新疆军区革命造反报编委会 
人民军垦  新疆军区《兵农造》政治部 
主沉浮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机关《主沉浮》编辑部 
卫东战报  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 

西藏  

风雷激战报  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 
红色造反报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拉萨革命造反公社等 
红色造反报  拉萨革命造反总部、首都赴藏革命造反总部 
农奴戟战报  西藏“农奴戟”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西藏民院司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