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C LEARNING ENGLISH 

Q and A of the Week 你问我答 
Bad vs badly “坏”的用法你掌握了吗？ 
 

 

 
 关于台词的备注: 

请注意这不是广播节目的逐字稿件。本文稿可能没有体现录制、编辑过程中对节目做出的改变。 

 請注意：中文文字内容只提供簡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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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fei   

大家好，我是冯菲菲。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由BBC英语教学制作的英语教学节目《你

问我答》。在每期节目里，我们都会回答朋友们发送来的一个问题。这次要回答的问

题来自四川的 Ellen，她的问题是这样的。 

 

Question 

Hi, I'm Ellen from Sichuan. I'm a fan of movies. Recently I find myself confused with the 

words "bad" and "badly". Sometimes I hear people say "I want it so bad!" and others might 

say "I want it so badly!" Are they both correct? Would you help me, please? 

 

Feifei:   

Ellen 是位电影迷 a fan of movies。她说单词 bad 和 badly 近来搞的她有些头晕，她有时

会听到人们说 “I want it so bad!”但有时也会听到人们说“I want it so badly!”。那么这

两种表达都对吗？ 

 

下面我们分别来看看 bad 和 badly 这两个词的常用意思。对于学英语的朋友们来说，

最先掌握的词汇当中肯定有 bad 这个词，它是一个形容词，最常用的意思是“不好

的，坏的”。比如： 

 

Examples 

Some people think bad news is better than no news. 有些人认为坏消息比没有消息好。 

 

The journey took longer than expected because of the bad weather. 因为恶劣天气所以行

程比预计的时间长。 

 

I had a bad dream last night. 昨晚我做了个噩梦。 

 

Feifei 

单词 badly 是 bad 的副词形式。大家都知道，副词用来修饰动词，所以当我们要表达

“什么什么不好”，比如“睡得不好，吃得不好”等，就可以用单词 badly。请听几个

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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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I slept badly last night; I need coffee to help me stay awake. 昨晚我睡得特别不好，现在只

能靠咖啡硬撑着，不睡着了。 

 

There was a crash on the motorway but luckily no one was badly hurt. 高速公路上出了一

起车祸但庆幸的是大家伤势都不严重。 

 

I heard the conference was very badly organised. 我听说会议组织得很不好。 

 

Feifei 

上面我们分别解释了 bad 和 badly 的用法。现在我们再来看 Ellen 的问题：“I want it 

so bad! I want it so badly!”这两句话都对吗？从语法角度来讲，单词 want 是动词，需

要一个副词来形容，所以表达“我很想要它” 的正确说法应该是“I want it so badly”。 

 

但随着英语语言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如今，很多人在非正式的口语交流中把形容词  

bad  当副词用。虽然一些人认同这个用法，但是在正式的语言环境或场合中，把 bad 

当 badly 使用的语法是不被认可的。也就是说，在正式的考试中，如果你说 “I want it 

so bad!”，那么考官将会判这句话为错误。 

 

虽然我们在英美剧、电影中经常听到 “I want it so bad”这个说法，但大家一定要注

意在正式场合里还是应该遵循英语语法的规则，用副词 badly 来完成类似的句子，比

如：“I want that dress so badly! She needs him badly!”。下面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一

起来听。 

 

Examples 

I want that smartphone badly. 我特别想要那部智能手机。 

 

Linda needs our help badly. Linda 特别需要我们的帮助。 

 

Clean water is badly needed here. 这里很需要干净的水。 

 

Feifei 

希望以上的回答能帮助 Ellen 和正在学习英语的朋友们辨别单词 bad 和 badly 之间的用

法区别。欢迎大家在微博上和我们“BBC 英语教学”互动，当然你也可以把在学习中

遇到的难题发送到 questions.chinaelt@bbc.co.uk 

 

感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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