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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持久有赖于国民对本国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及信仰。本文就国内外政
治认同内涵、理论基础及政治认同危机已有研究进行简要综述,以引起对公民政治认同素养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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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sting stability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depends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trust, and belief 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existing research of the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basis
and political identity crisis at home and abroad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civil political identity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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