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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前沿

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视角来看，全球气
候变暖究竟会对天气现象造成何种影
响？对此，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
科学系教授胡永云表示：“根据分析我们
发现，今年的气候特点与通过气候模式预
测的全球变暖的变化趋势比较一致。”也
就是说，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高温干
旱等异常天气现象很可能经常“光临”。

胡永云进一步解释：“比如，我们使用
了全球几十个气候模式进行降水预测：假
定在21世纪里，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

的情况下，我国北方的降水确实在增加，而
南方的降水则在减少，但不至于减少到干
旱的程度，但北方的降水是增加的。”

副热带高压的变化特征，同样受到了
全球变暖影响。通过近几年的气候资料
分析，胡永云发现，随着气候变暖，副热带
高压的位置逐渐向北走，与此相对，南半
球的副热带高压则在逐渐向南走。“虽然
扩展得不是非常多，移动还是蛮缓慢的，
但整体来讲，北半球的副热带高压还是向
北走的。”胡永云表示，随着全球变暖加

剧，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也逐步向北移动，
雨带又总是在副热带高压的北部，因此，
雨带也就相应偏北边了，这无疑加剧了南
方的高温少雨。

总体上可以看出，今年的南方干旱、
降水偏少，而北方降水偏多，与全球变暖
形势紧密一致。但胡永云强调：“不能说
今年的温度太高就是全球变暖，这并不意
味着全球变暖，而是形势相一致。”

对此，李维京也表示，“全球变暖后，
近地层即对流层变暖最显著，大气中的水
循环会加剧，令大气不稳定度增加，容易
出现旱涝等极端天气”。也就是说，随着
全球变暖，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是：极端
天气事件持续增加，大家都在遭遇全球变
暖后的天气影响。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环流异

常，极端天气频现。面对已趋于常态的

多发天气灾害，怨天不是办法，关键是如

何应对。天气灾害分布格局和强度都发

生重大改变的新情况，无疑对原有防御

标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在考验全社会

的应对能力。

防灾减灾，政府部门首当其冲。一是

应注意做好“防范”，气象预警要尽可能快速

准确，水电气等要保证供应。二是应注意积

极“备战”，各级政府不仅应做好应急预案，

还应强化城乡建设时的气候可行性论证。

具体而言，气象部门责任重大。气象

监测部门应注意持续发布气象灾害及极

端天气预报，充分利用广播、网络、手机等

信息传播手段，加强防灾减灾知识普及和

宣传引导，全力以赴做好服务工作。同

时，还要加强科学研究，不断完善监测技

术手段及设备，使得极端天气监测更及

时、预报更准确、信息发布更及时。

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也应各司其职。

不仅应制定缜密细致、科学有效的常备之

策，还应根据当今气候条件，通过科学的气

候分析论证，不断加强防灾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应着眼于可持续发展，避免因经济社

会发展不当，对局地气候产生的负面影响。

防灾减灾，每位社会成员都应参与进

来。天气灾害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

们都应当提高防范意识，自觉学习有关知

识和技能。在运用知识和技能避灾减灾的

同时，还应积极配合政府工作，维护社会秩

序，为提高减灾效率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协同努力减缓

气候变暖趋势。应从身边点滴小事做

起，倡导低碳生活。通过节约资源，降低

消耗，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减缓

全球气候变暖，以减少因极端天气事件

对人类产生的影响。

总之，我们都应逐渐适应趋于常态

的极端天气，未雨绸缪，警钟长鸣，努力

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

防灾合力，以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方

式应对，才能在天气灾害来临时，真正做

到处乱不惊，有效应对。

合力应对天气灾害
郎 冰

透透
视视

心理资本与创新系列谈 ②

有效的创新行为和创新实践

活动需要创新动机和创新能力，

尤其需要创新自信

研究表明，创新行为不仅受到工作环境因素影响，

比如，创新支持、创新文化、创新氛围、团队凝聚力和团

队多样性等，也会受到个体因素影响，比如，与创新有

关的知识、专长和技能、内在工作动机、自我肯定、自信

和进取心等。就个体因素而言，有效的创新行为和创

新实践活动需要创新动机和创新能力，尤其需要创新

自信，因为创新自信不仅能够直接影响创新行为和结

果，也能够通过影响创新动机和创新能力来间接改善

和提升创新绩效。

创新自信是在自我效能感理论和应用研究基础上

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认为，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人们对自

己能够顺利完成某一特定任务的信念或信心。卢森斯

（Fred Luthans）及其同事则强调，作为心理资本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我效能感是成功的信心，是建立在

我们相信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能够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基

础之上的内在动机。自我效能感能够激励我们进行选

择和迎接挑战，并通过发挥个人优势和能力来有效应

对这些挑战。同时，自我效能感还能够使我们因自信

而充满活力地去追求目标，并为实现目标投入必须的

时间和努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对工作

绩效、工作态度、健康、心理能力和压力应对等都可产

生积极影响作用。

2002 年，管理学者蒂尔尼（Pamela Tierney）和法

莫（Steven Farmer）将自我效能感理论和相关研究成

果应用于创新行为研究，首次提出了创新自信或创新

自我效能感（creative self-efficacy）概念。他们给“创

新自信”下的定义是，指一个人在创新过程中对其有能

力完成特定任务并产生创新成果的信念。可以从三个

方面理解这个定义：第一，创新自信不同于代表宽泛、

一般性情感的自尊和自信。创新自信是个体自我形象

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自己所拥有的创新能力的判

断。创新自信是在工作场所中影响创新行为的关键个

体特征。第二，创新自信或创新自我效能感不同于一

般自我效能感（general self-efficacy），因为前者指个

体对与创新任务有关的特定能力的判断，而后者指的

是对自己的跨领域工作能力的总体判断和信念。第

三，创新自信与创新成果、创新绩效直接相关，而一般

自我效能感则主要与提高工作绩效相关。比如，蒂尔

尼和法莫的研究结果证明，相对于工作自我效能感，创

新自信能够更好地预测创新绩效。

创新自信之所以能够影响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

是因为：第一，创新自信可以为创新行为和创新实践提

供内在动力。与一般自我效能感一样，创新自信也是

心理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创新行动和创

新实践活动的内在力量源泉。第二，创新自信可以增

强领导或员工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相信自己的创新

能力，才能够主动和敢于创新，为自己设立更高的创新

目标，并自觉选择困难的工作任务。只有相信自己的

创新能力，才能够激发创新激情，欢迎挑战，并在迎接

挑战中提升自己的独立自主创新能力。第三，创新自

信是应对困难和挫折的内在积极心理资源。创新总是

伴随着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在面对困难、挫折甚

至失败时，创新自信会为我们提供一种自我激励，鼓励

我们不气馁、不动摇、不退却、不放弃。创新自信使我

们内心变得强大，是引领我们寻找新的创新路径、发现

新的创新方法、尝试新的创新领域并最终使我们的梦

想成真的关键心理因素。

为了树立和提升创新自信，学者们已经对影响创

新自信的因素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初步

成果。影响创新自信的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个人因素和

个人以外的工作环境因素两大类。当然，这两类因素

中，有的因素会对创新自信起积极促进作用，也有因素

会起消极阻碍作用。在这里，我们只对那些有利于树

立创新自信的因素进行简要总结。首先是个人因素，

比如，蒂尔尼和法莫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的工作知识

（包括工作年限和受教育水平）和工作自我效能感影响

创新自信，并进一步影响到创新绩效。其他影响创新

自信的个人因素还有学习导向、内在和外在激励、创新

性和谨慎性、创新能力，等等。其次是个人以外的工作

环境因素，比如，蒂尔尼和法莫研究结果表明，直接领

导行为（包括树立角色榜样和口头说服）和工作复杂性

能够影响创新自信，并进一步影响创新绩效。此外，影

响创新自信的环境因素还有支持性领导、变革型领导、

开放的团队氛围，等等。当然，以上的个人因素和工作

环境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它们

会共同树立和提升创新自信。

另外，从心理资本角度看，创新自信还只是构成心

理资本的成分之一。创新自信将会与希望、乐观和坚韧

性等个人积极心理能力一起，激发我们的创新热情，促

动我们的创新活力，释放我们的创新潜能，使我们在创

新实践活动中不断攻坚

克难、勇于尝试，在改善

和提升创新绩效的基础

上赢得个人和企业的持

续竞争优势。

（作者为应用心理
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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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要自信
□ 仲理峰

异常天气为何今夏频现
本报记者 郎 冰

今年7月以来，大范围高温天气席卷我国南方地区，进入8
月，持续高温，酷暑难耐。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预警次数创
近年新高，其橙色预警连续发布的天数亦前所未有，截至8月
13日，中央气象台已连续20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与此同时，欧洲、北美等地也出现了持续高温。一时间，

高温天气的密集节奏让我们感受到异常。高温缘何如此“肆
虐”？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李维京、北京大
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教授胡永云、中央气象台首席
预报员马学款分别从气候学、全球气候变化和天气学的视角
为大家答疑解惑。

热点
追踪

8月 6日，我国出现今年以来最强劲
的 高 温 天 气 ，中 央 气 象 台 监 测 显 示 ，
35℃以上的高温面积约 158 万平方公
里，40℃以上约 7 万平方公里，均达到今
年以来最大值。

“从当日的监测来看，湖北、湖南、上
海等 9 个省市的 104 个国家观测站出现
了极端高温事件；新疆、江苏等 5 个省区
的极端高温天数都超过了历史极值。”身
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用一
组监测数字表明了近期高温天气究竟有
多“强”。

虽然随着副热带高压势力的逐渐减
弱，8月 13日后，南方地区高温强度和范
围明显减弱，但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部
分地区的温度仍然在 35℃以上，持续时
间比较长。究其原因，马学款表示：“今
年主雨带提前北移，南方地区长时间在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形成高
温少雨天气，这是造成南方大范围持续
高温天气的主要原因。”

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正常年份里，
每年的 7 月中下旬到 8 月上旬，随着夏
季风的向北推进，我国的主雨带会北推
到华北、东北地区，形成雨季。此时的长
江中下游地区，一般都受副热带高压控
制，盛行下沉气流，以晴朗少云天气为
主，夏天增温和太阳辐射增温在这时都
比较明显，一般也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但今年由于主雨带提前北移，南方地区
长时间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或者是大
陆高压的暖高压控制，影响范围广、强度
强、持续时间长，因而就造成了南方大范
围的持续高温天气。

除了副高势力强以外，马学款表示，
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北方
地区的冷空气虽然比较活跃，但势力弱，
影响区域偏北；二是在低纬度地区的热
带系统中，台风或者热带风暴的势力也
比较弱，路径又偏南。因此，冷空气和热
带系统都很难直接影响高温区。”这无疑
加剧了南方的持续高温天气。随着持续
的高温，降水稀少，加之比较高的蒸发
量，便造成了贵州、湖南、江西等地旱情
的持续发展。

表面来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势力
强是造成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的主因，但为
何今年副高势力如此强盛，且持续时间这
么长？对此，中国气象局气候研究计划首
席科学家李维京从气候学的角度进行了
深入分析。他指出：“从今年入汛以来的
气候特征来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
偏强，且位置偏北、偏西是持续高温少雨
的主要诱因，其中，有四个因素对助推副
高势力起到了主要作用。”

第一个是海洋因素。李维京表示，“今
年海洋受到的东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风量
都偏低，而整个西太平洋暖风地区的海风
量偏高，这便有利于副高的增强和偏北。”

第二个是青藏高原热力作用非常显
著。去年冬季，东部地区温度偏低，但惟
独青藏高原的温度很高。加之去冬今春，
青藏高原很少积雪，可以接收到比较多的
太阳辐射，因此，青藏高原在夏季便成为
强大的热源。“这个热源有利于副高偏北、

偏西，而且有利于华北降水，不利于长江
及江南地区的降水。”李维京解释说。

第三个是中高纬度因素。李维京说：
“从去年 9 月份以来，北极海冰便处于十
多年来的低点，海冰减少吸收了较多的太
阳热量。而现在北极又处于负位相，正好
有利于副高偏北，季风偏强，有利于华北
降水，不利于长江及江南地区降水。”

第四个是全球变暖因素。由于全球变
暖，使得副热带高压向北扩大，并显示出全
球副热带高压都向北移动的趋势。因此，
李维京表示，“从年代纪的视角来看，今后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可能会形成北涝南
旱的趋势。并且随着全球变暖的持续，我
国主要雨带未来很可能向北移动”。

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天气现象未来趋势

副高压势力

“难逃其咎”

制图：郎冰

连日来，浙江省

温岭市石塘镇苍岙盐

场的盐工利用晴热天

气忙着晒盐。对于浙

江的晒盐人来说，夏

季 阳 光 最 猛 烈 的 7

月、8 月、9 月这三个

月是他们劳作的黄金

季节。天气越炎热，

光照越猛烈，晒盐效

果就越好。

图为温岭市石塘

镇苍岙盐场，一名盐工

在盐田里把晒好的盐

收集起来挑到盐堆去。

新华社记者 梁敏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