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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八卦”的特征和社交、情感功能

谭光辉!

摘 要: “八卦”主要指通过非官方或非公共渠道传播的、未被解释社群公认为意义

严肃的、传播者对传播内容不承担责任的、与事实有一定关系的语言叙述文本。“八卦”
是民间的、趣味性的、不严肃的、不负责的、个人化的、与事实有关的。“八卦”是人类

进化过程中因生存需要而形成语言、文化、价值观等要素之必需，对于人类社群的形成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和调节行为，甚至影响政治。“八卦”具有非

公共性、非虚构性、他指性等特征，可以创造、转移情感，而且可以深深地影响情感的生

成，改变注意的方向，实现对情感的调节，从而做出有利于生存的应对。无论现代交际方

式如何迅捷、方便，人类仍然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八卦”，获得和交换更为真实的情感

和信息，以应对渐趋异化的社交形态给人类带来的情感危机。
关键词: “八卦”; 流言; 新闻; 公共议题; 他指情感; 情感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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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 “八卦”

本文所说的“八卦” ( gossip) ，不是 《易》中的 “八卦”，而是指现代汉语中一个出现不太

久的词汇，主要指通过非官方或非公共渠道传播的、未被解释社群公认为意义严肃的、传播者对

传播内容不承担责任的、与事实有一定关系的语言叙述文本。
“八卦”一词来自粤语，本意是到处说是非、饶舌。关于这个词来源的通行说法是，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有一类报纸副刊专门找人写一些很短的小方块文章，内容不是随便骂人，

就是探奇搜秘，揭他人隐私，版面排成八卦图形模样，这类文章就被称为 “八卦”，推而广之，

凡是那些不严肃的、不含哲理的人生议题，都是“八卦”，其内容无非都是闲聊、瞎扯、说长道

短，其内容无非都是些轻浮、查无实据的传言，大都与艳闻、性等有关，而且往往涉及他人的隐

私。① 还有一种说法是，早年香港黄色书刊发行时，会在大封面照片上的重点部位加贴八卦图

( 类似现在的马赛克) ，以避法律责任，于是这一类杂志便被称为 “八卦杂志”。② 有人认为，

“八卦”的正规称谓应该是“流言蜚语”或“闲言碎语”。③ 因此，“八卦”与 “闲话”“流言”
“传闻”“谣言”“谣传”等词有亲缘关系。在国内翻译文献中，这几个词常被混用，比如罗斯

诺和费恩的 Ｒumor and Gossip，国内译本名为 《流言》，相当于把英文中两个不同的词 rumor 和

gossip 都翻译为“流言”。如果把这个书名翻译为 “谣言和八卦”，也说得通。为了统一起见，

本文多数时候都称此概念为 “八卦”，引用文献中翻译为其他词的，不作更改，但我们应该明白

这些词跟“八卦”指的是一个意思。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认为 “八卦”积极作用不大，甚至跟扯淡 ( bullshit) 有点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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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八卦”和“扯淡”并不是一回事。根据法兰克福的观点，扯淡的特点是它根本不在意什

么是真实或者到底有没有真实，扯淡对真理的态度是不严肃的，它不在乎真理是什么东西，甚至

不承认存在真理。① 扯淡近乎胡说八道或 “放屁”。而 “八卦”通常与事实或真实有一定的关

系，而且还挺在乎事实，只不过它关心的不是人们通常认为严肃的议题。“八卦”关心那些鸡零

狗碎的、上不得严肃台面的议题。“八卦”希望通过一些非正式或非严肃渠道接近更多的、更具

细节性的、更有趣的事实。迪弗雷纳认为，“流言常常比那些作为正统历史流传的事实更加有意

思，它跟合法性和真实性是没有关系的”。② 这里所说的流言与“八卦”的意思接近。
从纪实 /虚构的角度看，“八卦”属于纪实文本。虚构之所以不是 “八卦”，是因为 “八卦”

的传播者和接受者没有达成虚构的协议，他们共同认为 “八卦”的内容跟事实有关系，不论是

事实的 ( 新闻) 还是非事实的 ( 谎言、假新闻) ，都与事实相关。如果双方都认为所谈内容跟事

实无关，而其他特征跟“八卦”相符，就容易被视为扯淡。扯淡与 “八卦”的区别是，“八卦”
是纪实的，扯淡可以是虚构的。

从事实 /反事实的角度看，“八卦”既可以是事实 ( 新闻) ，也可以是反事实 ( 谎言) ，传播

者并不特别在意它是事实还是反事实 ( 虽然“八卦”的内容倾向于指向事实) ，而是追求其内容

是否能够引起接受者的兴趣。“八卦”与新闻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与事实有关，但新闻追求符合事

实，而“八卦”并不刻意追求符合事实; 新闻是官方渠道发布的并有责任人，而 “八卦”是非

官方渠道发布的并不希望有确定的责任人; 新闻一般发布严肃的议题，“八卦”一般发布非严肃

的议题。通常所说的“八卦新闻”，其重点是“八卦”，而不是新闻。
从真实 /虚假的角度看，“八卦”也追求真实效果。追求文本内的逻辑自洽 ( 真实) 是绝大

多数文本的特点，并非“八卦”独有。一旦逻辑不能自洽，不论属于何种体裁，都会被看作扯

淡，所以扯淡又不一定非得是虚构的，纪实体裁也可以很 “扯淡”。如果纪实体裁不符合逻辑真

实性，人们一般用“胡扯”来表述它，以示其与 “扯淡”的区别。“八卦”并不希望自己被视

为“扯淡”或“胡扯”，而是希望自己具有逻辑自洽性，从而有真实感，希望接受者认为其与事

实相关。只不过，它并不希望接受者将其作为 “严肃”的事实接受，其叙述策略不同于通行的

“严肃”叙事方式，也不期待在社群中达成广泛的共识。
综上，本文认为，“八卦”是民间的、趣味性的、不严肃的、不负责的、个人化的、与事实

有关的语言叙述文本。

二、“八卦”的社交功能

迄今为止，科学家发现只有人类才会 “八卦”，其他物种几乎都不会 “八卦”。以色列学者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智人是等到认知革命之后才有了 “八卦”的能力，借助 “八卦”的力量，

智人的部落才变得更大更稳定，但是由“八卦”维持的最大 “自然”团体大约只有 150 人，超

过了 150 人的限制，大多数人就无法真正深入了解 “八卦”所有成员的生活。③ 这个观点可能来

自牛津大学教授邓巴 ( Ｒobin Dunbar) ，150 这个数字被称为 “邓巴数”。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

“八卦”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是人类开始由个体集聚为团体，完成小规模社会团结与合作

的必要手段。按照赫拉利的说法，大规模人类合作需要共同相信一个虚构故事才能得以完成，而

在虚构故事产生之前，小规模的人类合作需要的就是 “八卦”。在官方正式新闻传播渠道建立之

前，人类需要通过某种渠道交流信息、评价他人、约束行为、形成价值观、达成共识，以完成团

体共同协作，战胜其他物种，求得生存的有利条件。换言之，在虚构故事和有正式发布新闻的渠

道之前，人类的一切交流活动，就只能通过 “八卦”的方式。或者说，在早期人类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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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就是新闻，新闻就是“八卦”，二者没有区别。
人类早期的“八卦”行为，是人类社会形成的重要动力，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因生存需要而

形成语言、文化、价值观等要素之必需。王静认为，早期人类 “需要培养一种能力，以识别朋

友和敌人，找寻到生育能力强的配偶; 并从中学会培养和经营友谊，维持家庭关系的技巧”，因

此，“八卦就成为一种必要的优势品质，并被后人传承下来，乐此不疲”。① 研究认为，虽然

“八卦”的名声负面，却有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八卦”行为至少包括六个方面的动机: 信息确

认、信息收集、关系建立、保护、社会娱乐和负面影响。最重要的动机是验证关于 “八卦”目

标的信息，其次是获取关于“八卦”目标的新信息的动机，最不重要的动机是伤害 “八卦”对

象。“即使是‘黑暗’人格也似乎利用“八卦”来调整他们对他人和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伤害他

人。”② 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八卦”有利于人类维系社会关系，以快捷的方式交流信息，有

利于快速有效地建立社群关系，增强群体的竞争力等。人类为了发展友谊而梳毛示好，这占用了

大量时间，为弥补这个弊端，人类开始“八卦”，于是就节省了大量时间，大大提高了发展友谊

的效率，这对于人类语言的产生和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③ 因为人类有了建构社群的需求，就逼

迫人类不断地发展语言能力以完成 “八卦”。
“八卦”不但对人类的语言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人类社群的形成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八卦”是人类早期沟通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当时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不亚于现在

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八卦”是一种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情感信息，它在缺

乏直接经验的情况下为人类提供关于他人的信息，使我们能够生活在非常大的群体中。④ 一个原

始社群的维系，缺少了 “八卦”将是非常困难的。 “八卦”不但使人类快速交流信息，避开危

险，而且人类可以通过“八卦”的评论调适自己的认识和态度，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八

卦”是一种建立社会规则的有效途径，在早期原始部落阶段，还可以赶走不劳而获者。不仅如

此，“八卦”还有维护心理健康、拉近与他人的距离等作用。⑤ 人类将这一爱好保留下来，最多

地存在于女性群体之中。黛博拉·琼斯将 “八卦”作为一种研究女性口语文化的新方法，从

“八卦”的社会语言特征入手，将“八卦”分为四大类: 家话、丑闻、牢骚和聊天。⑥ 家话能够

让女性相互学习维护家庭的技巧，丑闻可以让女人学会避免丑闻的言行，牢骚可以舒缓心理压

力，聊天可以交流正规渠道不能获取的信息。女性热衷 “八卦”，对于社会家庭、朋友圈、舆

论，乃至社会整体道德风尚的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称 “八卦有张女性的

脸”，⑦“女人天生爱八卦”。⑧ 然而也有人认为，男性比女性更爱 “八卦”，男性平均每天花 76
分钟“八卦”，而女性只有 52 分钟。⑨ 不论是女性也罢，男性也罢，“八卦”起到的作用都差不

多，只不过可能男人“八卦”的政治、娱乐成分多，女人 “八卦”的家庭、私人的成分多。所

有“八卦”都是人的一种心理需求。不论为何目的的“八卦”，客观上都起到了调节社会道德和

行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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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和“八卦”，甚至还可能改变历史。“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流言的 ‘火种’作用更是凸

现。巴士底狱门前的骚动和由此引发的流言引爆了法国大革命的流血时代; 东汉末年，在 ‘苍

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传唱中，黄巾军起义揭开了三国的序幕。”① 由于

这个原因，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流言 “八卦”，派采诗之官采风，设乐府搜集民歌，目的

是考察民情以作从政之参考。《汉书·艺文志》云: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

自考正也。”② 之所以可以如此，正是因为流言 “八卦”的纪实性很强，能够积极反映社会生活

和调节行为，甚至影响政治。

三、“八卦”的非公共性和非虚构性

最初人类社会并无“八卦”和新闻之分。“八卦”是随着社会公共议题的产生而被自然分离

出来的一部分议题。社会公共议题是随着人类社会群体增大，为实现大规模合作而产生的一种需

要。在人类社群人数维持在“邓巴数”界限之内的时候，成员之间可以通过一对一交流以完成相

互沟通。所以不论是早在公元前6 000年的村庄，还是在 18 世纪的村庄，其人数最多都在 150 人左

右，甚至现代军队编制，一般都是以 150 人左右为一个作战单元。③ 当人数超过这一界限，人类的

大脑就不够用了，就需要新的社交方式以维系一个共同体。其中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寻求一个公共

议题。
早期人类的公共议题，可能正是虚构故事。相信一个共同的虚构故事，就可以成为朋友，比

如都相信一些神灵，崇拜同样的偶像。200 多年前，休谟就斩钉截铁地断言: “一个无可争议的

事实是，在 1700 年前左右，所有的人类都是多神教徒”，“美洲、非洲和亚洲的野蛮部落都是偶

像崇拜者。这一规律没有例外。”④ 让虚构故事成为公共议题，正是宗教的自然起源。宗教就是

由虚构故事组织起来的共同议题，人类通过相信这些虚构故事而凝聚成共同体。因为宗教的虚构

故事没有纪实性，不涉及与事实是否相符的问题，所以反而更少分歧，也与 “八卦”无关。原

始宗教产生之后，各种宗教性的祭祀活动成为社群内最严肃、最正式、最能代表群体意志的活

动。宗教除了祭祀，还把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复杂活动，包括人的思想、感情、行动等与之捆绑在

一起，形成一套复杂的系统。⑤ 在政治议题等其他纪实性公共议题产生之前，除了宗教议题之外

的议题，就自然而然地成了 “八卦”，因为除了宗教议题之外的议题，都成了个别的、私人的、
不严肃的、对促进大规模群体合作的作用不太大的议题。

早期较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合作主要靠宗教维系，宗教定下的规则也就成了人类早期的政治形

态。但是，宗教中的“神”并不能下凡来管理世俗的社会，需要有一个存在于世的人来落实，

于是就有了“君权神授”等具体操作措施。蔡东杰认为，统治者可以 “悄悄地将宗教与神权的

观念偷梁换柱地引进君权动作的过程中”，以实现对人民的管理或奴役。⑥ 之后，宗教处理信仰

和意识形态等公共问题，政治处理俗世的公共问题。凡是那些不具有公共属性的人际关系问题，

都被迫进入“八卦”的领域。有了政治，就有了“官方”，“官方”是经过各种复杂程序而得到

人民普遍认可的公共机构，官方发布的就是严肃的，非官方发布的就可能是不严肃的、“八卦”
的，因为官方发布的是普遍的公共议题，而余下的部分，就是非普遍的议题，就是“八卦”。
“八卦”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不是事实，也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不重要，它只不过暂时未得到官

方的认可，或暂时没有转变为公共议题。一旦某个 “八卦”的内容被官方充分注意，加以报道

或澄清，就会成为新闻。比如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的性丑闻，在官方介入调查报道之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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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在这之后，就成了新闻。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是正史所写，就是历史，如果是野史记

录，就可能被视为“八卦”，人称“历史八卦”。比如一位批评易中天的评论者，认为易中天喜

欢野史，所以成不了大儒，他讽刺说: “就靠在中央电视台给不读书的老百姓讲个历史八卦，就

能够成为大儒?”① 所谓历史八卦，就是那些被正史遗漏的历史信息，没有被承认或检验，也被

认为不值得被承认或检验。
有趣的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既可以不是官方发布的，也可以随便讲野史，甚至可以捏造历

史、杜撰现实，但它都不被视为“八卦”。“八卦”需要有一个现实的指称对象，而如果不存在

这个对象，就不是“八卦”。反之，如果文学作品隐含了现实指称对象，或让人感觉到了其现实

指称性，就会被视为“八卦”。比如民国初年出现的 “黑幕小说”，其中一部分作品对揭人隐私

之事乐此不疲，就显得很“八卦”。所谓“隐私”，就其基本属性和命名而言，就是非公共领域

的议题，如果虚构性不强，当然就难免受到指责。黑幕小说中也有虚构故事，但这些虚构故事格

调不高，不试图将所谈议题普遍化，而是把兴趣定点在事件本身。按梁遇春的说法，就是 “专

讲怎样去利用人世的黑暗，却没有说到黑暗的本质”，② 这类虚构故事只能说是品位太低，但并

不是“八卦”。所以，“八卦”与虚构基本无缘，它天生具有现实指称性。正因如此， “八卦”
对于现实的批评和纠正功能就非常强。
“八卦”没有严肃的官方背景，反而具有贴近生活的真实感，更能给普通人以亲切感。有许

多文学家，为了与普通读者保持亲切的距离，常常自称“八卦”。鲁迅、陈西滢、张爱玲都认识

到了“八卦”的力量，其作品都追求对 “八卦”的 “出位之思”。但他们的作品并不是真 “八

卦”，而是具有更多的文学色彩。斯派克斯说: “八卦不是文学———不是田园诗、戏剧甚至不是

小说。”大概正是这个原因。自称闲话的几乎都是散文，散文因比其他体裁更多纪实性质，所以

与“八卦”更为接近。斯派克斯还认为，虽然 “八卦”不是虚构的，但不论是作为口头传统，

还是在书面转换中作为回忆录和信件集，它都可以表现为虚构的。③ 他要表达的意思看起来矛

盾，其实也不难理解: “八卦”本身不是虚构，但如果存在于纪实性的体裁之中，却可能被理解

为虚构。如果该“八卦”真被理解成了虚构，它其实也就不是“八卦”了。
严格地说，流言和“八卦”还是要有所区分。蔡静认为流言与 “八卦” ( 闲言碎语) 至少

有三点不同: “八卦”不一定和某个主题相关; 它一般带有道德判断或者价值判断; 它关注的不

是信息本身逻辑需要的，而是其他的分支内容。④ 其实，“八卦”和流言可以有很多交叉，而且

可以互相转换。“八卦”流行到一定程度就是流言。如果仅限于两人之间的私人话题交流，无论

是否有某个主题、有无道德价值判断、有无信息本身逻辑性，都只能是 “八卦”而不是流言。
拉尔夫·L. 罗斯诺和埃里克·K. 福斯特认为，与流言不同，“八卦”具有一种 “内部循环”的

特征，主要在有共同历史或共同利益的人之间传递。⑤ 流言显然不受此限，所以就突破了圈子化

的特征，能够流传到一定的广度。陈西滢、鲁迅、张爱玲的散文，模仿的 “八卦体”，自称是闲

话或流言。然而既然印刷出版，就并不是真希望只在小圈子内流传，所以并非 “八卦”; 又因为

他们事实上也有一个希望成为公共议题并希望获得官方认可的内在目的，而且之后确实被官方出

版机构正式出版，所以也并非流言。借 “八卦”或流言之体裁，希望达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

或寻求官方的认可，是很多文学作品都在做的努力，也是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社会功能的原因。
流言比“八卦”流传广，还有一个证明。舆情监控的对象主要是流言，几乎没有政府部门有足

够的精力去管人们如何 “八卦”。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纪实性的叙述，如果只是小圈子内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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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就是“八卦”; 成为大范围的公共议题而尚未得到官方认可或重视，就是流言; 得到了官方

的认可，就是文化事件。“八卦”一词之所以具有一定的负面色彩，一是因为很大一部分人已经

习惯于接受官方认可的“严肃”信息，二是因为很多书面传播的 “八卦”内容品位太过低俗而

败坏了名声。

四、“八卦”的他指性及其情感功能

如果纪实性叙述中的主体是叙述者本人，不论是否符合上文讨论的有关 “八卦”的特征，

都不会被视为“八卦”。“八卦”叙述中的主体只能是他人，“八卦”的叙述者是隐藏的、不显

身的。上文说过，“八卦”的发布者不希望对传播内容承担责任。如果“八卦”叙述中的主体是

发布者本人，那么叙述者和发布者就无法隐身，发布者就必然要对其事实性和真实性承担责任，

其叙述文本也就不符合“八卦”的定义。“八卦”的定义决定了 “八卦”只能是他指性的。由

于这个原因，“八卦”叙述引发的情感，也主要是他指性的情感。利用 “八卦”，人类可以有效

地缓解和疏导不利于自我存在的情感。
根据情感的模态类型，关于主体自我的情感模态主要有喜、悲、欲、惧四种，关于他者的情

感模态主要有爱、恶、恩、怨四种。① 其中，人最难忍受的情感主要是悲和惧，以及与这两种情

感组合的情感类型，因为这两种情感都涉及对自我主体的否定，是人最想规避的。但是如何最有

效地克服悲伤和恐惧呢? 现代医学发现，“面对患者的悲伤与恐惧的最有效的反应就是转移他的

情绪”。② 而转移情绪的办法，主要就是跟他交谈。如果交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患者本人，就会导

致他不断产生自指性情感，就很难把他的情感从悲伤和恐惧中转移出去。如果用他指情感去取代

他不断生成的自指性情感，就可以快速而有效地达成情感转移的目的。既然 “八卦”的内容都

是他指性的，由之导致的情感也主要是他指性的。因此，“八卦”就可以有效地将把人从消极的

悲伤和恐惧情感中转移出来，用其他情感取代之。
“八卦”是人进化出来的一种能力，促使这种能力生成的，既有社会交往的需要，也有情感

疏导的需要，它是人适应社会和调节个人心理之必需，所以 “对 ‘八卦’的热衷从进化适应性

上来讲，是优势品质”。③ 这种优势品质可以总结出很多方面，包括且不限于上文之论述。比如

有人认为，“八卦”有助于人们了解如何生活在他们的文化社会之中，是学习的一种延伸。④ 也

有人认为，“八卦”其实也是有目的的沟通，至少有三个功能: 信息、影响和娱乐。⑤ 娱乐功

能，就涉及情感调节的问题。另一项研究通过调查等手段指出，“八卦”为“八卦”接受者提供

了自我评价功能，并触发了自我意识情绪，个人可以利用他人的评价信息 ( 即 “八卦”) 来改

善、提升和保护自己。⑥ 由于情感是人类进化出来的一种自我保护能力，“八卦”也是这样一种

能力，所以“八卦”和情感就是一个外在表现和内在体验的问题。即，“八卦”是人获得情感体

验的重要手段，它与情感一样，对人类的自我保护和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现代护士们深谙此道，

研究“八卦”更具实践性，指出 “八卦”可以用来表达一系列的情绪，包括关爱他人、愤怒、
烦恼和焦虑，获得的情绪结果，包括感到安心和感到被支持，等等。所以护士们特别重视研究并

有组织地利用“八卦”，以从事情感医疗保健和护理工作。⑦ 还有一项更有趣的研究，通过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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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发现，“八卦”不仅影响对一张脸的评价方式，还影响一张脸是否首先被看到，“八卦”
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情感学习形式，可以独立于面部基本结构特征，以一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方

式，影响对一张脸的视觉感知。① 这些研究都表明，“八卦”不仅可以创造、转移情感，而且可

以深深地影响情感的生成，改变注意的方向，实现对情感的调节，从而做出有利于生存的应对。
结合上述几点标准来审视当代文化的形态，就更容易分辨类型与归属。博客和微博，因为它

对所有人公开，不符合“内部循环”之特征，所以这个平台就不适合发布具有 “八卦”性质的

内容。微信朋友圈、QQ 空间和“说说”的内容只能被互相加了好友的人看，如果没有转发，就

不会广为传播，就较适合发布具有“八卦”性质的内容。所以，有“官方微博”，但没有“官方

朋友圈”或“官方 QQ 空间”。发布在微信朋友圈中的，如果属于自己个人生活的内容，因为不

符合“他指性”特征，就不是“八卦”; 如果属于虚构性的、文学性的内容，因不符合“非虚构

性”特征，所以也不是“八卦”。只有那些带有披露他人秘闻和评论性质的言论，才可能是 “八

卦”。即使这样，因为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此类消息会有明确的责任人，所以也不特别适合 “八

卦”。又因为圈主所发信息所有朋友都能看到，并不严格符合“内部循环”的特征，所以即使具

有“八卦”性质的言论，在朋友圈等圈子信息发布平台上，也只具有 “准八卦”的性质。“八

卦”在说说、QQ 空间、微信朋友圈中的生存地盘其实也非常有限。由于这些原因，朋友圈、说

说、QQ 空间等私人性发布平台，不能取代生活中的 “八卦”，也不能填补人类因现实交往过少

而带来的情感和信息方面的空缺。
综上，无论现代交际方式如何迅捷、方便，生活中的 “八卦”依然重要。人类仍然需要面

对面的交流、“八卦”，获得和交换更为真实的情感和信息，以应对渐趋异化的社交形态给人类

带来的情感危机。

The Features of Gossip and Its Social and Emotional Functions

TAN Guanghui

Abstract: Gossip is a narrative text spread through non － official or non － public channels that is
often considered by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as non － serious，irresponsible，yet in some way relat-
ed to facts or truth of things． It is spread from people to people，often playful，with no serious con-
tent，and highly personal． It is a necessary ingredient in human language and culture that helps to
shape the values of a society，and as su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ommuni-
ties． It mirrors social life，regulates people’s behaviour，and even influences politics． Its non －
public，non － fictitious qualities and its reference to “others” allow it to generate or divert senti-
ments，or influence public sentiments in a way that shifts the focus of attention，alters the ways people
think and feel about things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life． In spite of all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ways in which human being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modern world，people still need face － to － face talk and exchange of gossip to get informed of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them and respond to possible emotional crises they may face in a world made different
and alien to them by all the modern gadgets of technology．

Keywords: gossip，rumor，news，public issues，reference to others，emotion sem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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