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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and A of the Week 你问我答 
Begin to do 和 begin doing 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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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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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fei: 大家好，欢迎收听《你问我答》。我是冯菲菲。在这个节目中，你来提问，我们回答。

如果在英语学习中遇到让你头疼的问题，不妨把问题发送给我们，让我们来帮你解答。

好，我们来听听今天的问题。 
 
Question 
 
Hello! I am a loyal listener of your programme. Can you tell m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egin to do something’ and ‘begin doing something’? Best regards, Winter Wang. 
 
Feifei: 首先谢谢 Winter Wang 的问题。这个问题想必对于每位学习英语的朋友们来说都不

陌生，我也曾经为这个问题而苦恼过。下面我们来看看究竟 什么时候动词 begin 后面

应该用不定式 ‘to do’, 什么时候又该用动名词 ‘doing’. 
 
 Begin to do 和 begin doing 都有开始做某事的意思。 
 
Examples 
  
Man: I began to learn Chinese when I was 15. 
 
Woman: I began learning Chinese when I was 15. 
 
 
Feifei: 上面这两个例句分别用了 begin + 不定式和 begin + 动名词，这两句话的意思相

同，意思是“我 15 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中文。”  
 

但是当单词 begin 被用在进行时态的句子中时，后面通常用不定式  to do. 请听例

句： 
 
Examples 
  
Man: My friend Linda is beginning to get very anxious about her forthcoming 

English exam. 
 
Woman: After waiting an hour for the bus, I was beginning to get annoyed.  
 
 
Feifei: 第一个例子中这位男士的朋友因为即将要参加英语考试而开始感到不安。这句话是现在

进行时态，所以在 begin 的后面用了动词不定式 ‘to get very anxious’.   
 



 

 

Q and A of the Week 你问我答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13 
 Page 2 of 2 

bbcukchina.com/learningenglish 
 

第二个例句中的女士因为等了很久车还没来，所以开始有些恼火。这句话的时态是过去

进行时态，所以在 begin 后面再次使用了动词不定式形式 ‘to get annoyed.’ 
 
 接下来我先请大家听几个例句，注意看你能不能找出这些句子相似的地方。 
 
Examples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e expression ‘no pain, no gain’. 
 
We are beginning to realise that money doesn’t grow on trees. 
 
He began to wonder if pigs could fly after all. 
  
 
Feifei: 听出来它们相似的地方了吗？如果在单词 begin 后使用像 understand, realise, 

wonder 等等表达心理活动的动词时，那 begin 后应用不定式 to + 动词原型。最

后，如果一个句子的主语是物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在 begin 后使用不定式，像下面的

例句这样。 
  
Examples  
 
Water will begin to boil when it reaches 100 degrees. 
 
The snow on the ground has begun to melt. 
 
 
Feifei: 第一个例子的意思是“水到 100 度的时候就开了”；第二个例句的意思是“地上的雪

开始融化了”。这两句话中的主语都是物，所以在 begin 后面都使用了动词不定式。

我们再来听两个主语是人的例句。 
 
Examples  
 
I will begin jogging again when the weather becomes warmer. 
 
The sisters fell out and hadn’t spoken to each other for 3 years. They have only just 
begun speaking again.  
 
 
Feifei:  好了，希望以上的这些例句能帮助你区分 begin to do 和 begin doing 在使用上的

一些微小区别。 
 

谢谢 Winter Wang 发来的问题。如果你在英语学习中遇到任何难题，欢迎随时发微

博给或来信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 questions.chinaelt@bbc.co.uk. 下次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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