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12 [As It Is] Europe to End Face Covering Requirement on
Flights 词汇表词汇表

1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2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3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6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8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9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0 airlines 3 ['erlaɪns] n. 航空公司

11 airports 1 ['eəpɔː ts] 机场

12 all 2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3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4 Ammon 1 ['æmən] n.阿蒙神（古代埃及的太阳神）

15 and 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drea 1 ['ændriə; ɔ:n'dreiə] n.安德里亚（男子名）

17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9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0 are 1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21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2 aviation 1 [,eivi'eiʃən] n.航空；飞行术；飞机制造业

23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4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5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26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7 Bulgaria 1 [bʌl'gεəriə] n.保加利亚

28 by 2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2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0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1 centre 1 ['sentə] vi.以…为中心 vt.集中；将…放在中央 n.中心 adj.中央的

32 clean 1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33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34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35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36 covering 2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37 coverings 1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38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39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40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41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2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43 distancing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44 do 1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45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46 easa 2 =Electrical Apparatus Service Association 电气设备服务协会[美]

47 easing 1 ['i:ziŋ] n.吃势；容位；松型 v.释放（ease的现在分词）

48 ecdc 2 External Count-Down Clock 外部倒计时钟

49 encourage 2 [in'kʌridʒ] vt.鼓励，怂恿；激励；支持

50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51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52 English 1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53 Europe 4 ['juərəp] n.欧洲

54 European 3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55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56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57 face 4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58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59 flights 3 [flaɪt] n. 飞行；航班；镖尾；逃走，逃离，溃逃

60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61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2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63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4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65 grover 1 n.格鲁佛氏；调弦系统；卷弦器

66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67 have 2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68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69 hygiene 2 ['haidʒi:n] n.卫生；卫生学；保健法

70 in 9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71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2 it 2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性
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73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74 john 1 [dʒɔn] n.厕所

75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76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77 ky 2 abbr.开曼群岛（CaymanIslands） n.(Ky)人名；(柬)基

78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79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0 lifted 1 [lɪft] vt. 举起；运送；偷窃；升高；还清；取消 vi. 提升 n. 举起；提升；电梯；搭便车；帮助；载货量；扒窃

81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82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83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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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85 mandatory 4 ['mændətəri:, -,tɔ:ri] adj.强制的；托管的；命令的 n.受托者（等于mandatary）

86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87 mask 3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88 masks 5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89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90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91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92 more 1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93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94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95 natalie 1 ['nætli] n.纳塔利（女子名）

96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97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98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99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00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01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02 of 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3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04 On 6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05 one 2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106 or 8 conj.或，或者；还是；要不然 n.(Or)人名；(中)柯(广东话·威妥玛)；(柬)奥；(土、匈、土库、阿塞、瑞典)奥尔

107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08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109 passengers 1 旅客

110 Patrick 1 ['pætrik] n.帕特里克（男子名）

111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12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13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1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15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16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117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18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119 public 2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120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21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22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123 required 2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124 requirement 3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125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12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27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128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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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0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31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132 said 5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133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34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35 something 2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136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137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138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139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140 story 2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141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142 that 2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143 the 1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44 their 1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14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46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47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48 this 2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149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150 to 13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
(普通话·威妥玛)

151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152 transmission 2 [trænz'miʃən, træns-, trɑ:n-] n.传动装置，[机]变速器；传递；传送；播送

153 transport 3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154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155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156 unlawful 1 [,ʌn'lɔ:ful] adj.非法的；私生的

157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158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59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6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61 wearing 3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162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163 week 1 [wi:k] n.周，星期

164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65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66 will 3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167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68 words 1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169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170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71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72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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