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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对 GNEM-DMP 的支持和帮助。在您的帮助下，该项目不断改进和提高。

没有您的持续支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2016 年是伟大的一年，我们取得了巨大

的进步。希望 2017 年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和科学突破。 
 

 

第六期 GNEM-DMP 通讯内容 
： 
 

• NDF 年度 GNE 肌病（HIBM）研讨会 - 反馈 

• GNE 肌病患者权益峰会 - 反馈 

• GNE 肌病的历史 - 主要事件时间表 

• Ultragenyx 公告: 撤回醋纽拉酸缓释片（Aceneuramic Acid Prolonged 
Release，Ace-ER）在欧盟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 

• 食物的选择与健康 

• 参加者的故事： “我所经历的旅程”– Rushabh Desai 
 
 

 
 
 

若想参加 GNE 患者登记，请访问：www.gnem-dmp.com 
如需更多了解 GNEM-DMP，请联系：GNEM@treat-nmd.eu 

如需更多了解 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Inc.，请访问：www.ultragenyx.com/patients/gnem 
 如需更多了解 TREAT-NMD ，请访问：www.treat-nmd.eu 

祝你在 2017 年健康，幸福，成功！ 

英国纽卡斯尔码头图片 GNEM-DMP 策划团队所在城市。 

https://www.gnem-dmp.com/
mailto:GNEM@treat-nmd.eu
http://www.ultragenyx.com/patients/gnem/
http://www.treat-nmd.eu/


  
 

 
 

 

NDF 年度 GNE 肌病（HIBM）研讨会  
2016 年 8 月 31 日- 9 月 1 日在 UCLA 

神经肌肉  
疾病基金会 

加入全球队伍一起努力治愈神经肌肉疾病  

2016 年 8 月 31 日，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在洛杉矶举行，与会人员约 40 人，包括 GNE 肌病患者、看护人、NDF 董事会

成员、科学家以及医护人员。第 1 天上午时段通过 NDF 脸书进行直播，主要进行了以下演讲： 

• 来自 Emory Genetics 的 Madhuri Hegde 博士发表了
一篇关于 GNE 肌病中 DNA 测试和突变分析的演讲。 

• 来自开放医学研究所（OMI）的 Andy Kogelnik 博士
讨论了“数字时代的精准医疗，协作和基因组学”，强
调了 OMI 从世界各地收集和测试样品的能力。 

• Ultragenyx 的  Stan Krolczyk 博士演示了两个 
Ultragenyx 正在进行研究的设计框架：2 期和 3期试
验，目的是确定醋纽拉酸（唾液酸）缓释片治疗有行
动能力的 GNE 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 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的  Marjan 
Huizing 博士讨论了 ManNAc 的临床研究，指出第 3 期
研究招募预计将于 2017 年开始。 

 
• NDF 宣布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国立儿童医院的 Jerry 
Mendell 博士合作，开始针对 GNE 肌病的基因治疗领域的
研究用新药的前期工作。 

• Dr. Carmen Bertoni 对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的概况做了
演讲。 

第 1 天下午时段为科学家分组会议，由 John Hakimi 博士

主持。患者会议由心理学 Gretchen Kubacky 博士主持。 
看护人员会议由婚姻家庭治疗师 Judy Clingman 主持。 

第 2 天上午/下午的研讨会，由 Mark Clements 和 Zamia 
Cohen 组织，有适应性瑜伽指导，按摩、拉伸和营养方面

的讨论。 

如需更多了解 GNEM-DMP 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curehibm.org 

 
 
 
 

 
 

峰会有两重目的。 首先，患者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更好地了解 GNE 肌病患者的需求。其次，建立网络帮助更多的患者权

益团体更好地与患者及其家庭发生联系和互动。 

患者代表来自以下国家和地区：北爱尔兰，英国，荷兰，留尼旺群岛，西班牙，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以及以下患者权益组织：美国

的神经肌肉疾病基金会（NDF），日本的远端肌病患者协会（PADM），意大利的 Associazione Gli Equilibristi 和西班牙的 Federación 
de Enfermedades Neuromusculare（ASEM）。 

巴黎医学神经肌肉病理中心的 Behin 博士介绍了目前对 GNE 肌病的理解。Mónica Suárez Felgueroso 阐述了 ASEM 为西班牙神经肌肉

疾病患者举办的活动。Yuriko Oda 讨论了 PADM 的建立和增长，其在日本服务于 100 个 GNE 肌病患者，这些病人每年聚会 6 次。 

参加峰会的患者认为，与其他 GNE 肌病患者和家庭建立联系具有巨大的价值，可以有机会愉悦地分享经验，并为患有同样罕见疾

病的其他人提供支持。患者们谈到患病这些日子的个人感受，详述了与疾病共处时患者、家人和看护人所面临的挑战。也就是在寻

求财务补贴（如家庭适应等）和获得额外护理/支持服务方面的困难，以及这在每个国家如何不同。 

这次会议是患者、患者组织和工业界之间持续合作的一部分，旨在鼓励 GNE 肌病患者及其家属与神经肌肉患者权益组织建立联

系。这增加了患者和患者组织之间的沟通、联系和合作的水平，进而帮助患者接受正确的护理和支持。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络：

patientadvocacy@ultragenyx.com。 

作为 GNEM-DMP 注册中心的参与者，以后有活动您会收到自动通知，比如患者权益组织峰会。如果您诊断为 GNE 肌病（也称为 
HIBM，DMRV，QSM，Nonaka 肌病或 2 型 IBM）但尚未注册，您可以访问学习网站(www.gnem-dmp.com)，按照以下几个简单的步

骤完成注册。 

2016 年 10 月 1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Ultragenyx 举办了一个患者权益峰会，汇集

了患者、看护人和患者权益组织。 

 
让我们来谈谈肌病 

GNE 肌病患者权益峰会 - 西班牙巴塞罗那 

https://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1517880
https://www.clinicaltrials.gov/ct2/show/NCT02377921
http://curehibm.org/
mailto:patientadvocacy@ultragenyx.com
http://www.gnem-dmp.com/


 

 
 

 

GNE 肌病的历史 - 迄今为止关键事件的时间表 
 

编者撰写的简介：Zohar Argov 博士是世界着名的神经科学家，以色列耶路

撒冷的哈达萨 - 希伯来大学医学中心教授（荣誉教授），长期关注肌肉疾病

领域。他在 1984 年首次描述了在犹太患者中的 GNE 肌病（当时称为四头肌

免受累或包涵体肌病）。Argov 博士还是 Bioblast Pharma 首席执行官的特别

医学顾问，主导罕见疾病治疗优化的研究项目。在 2014 年，Argov 博士发

表了关于 GNE 肌病历史和现状的个人回顾，涵盖了他 35 年以来在神经肌肉

领域从床边观察病人开始到如今的职业生涯。  
Zohar Argov 博士 

确定 GNE 肌病的历程始于 1979 年，是 Argov 从泰恩河畔纽卡斯尔（英国 GNEM-DMP 管理团队所在的城市）

返回之后。之前他在那里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赞助的研究基金，在约翰 沃尔顿爵士和弗兰克 马斯

塔利亚教授下的肌肉营养不良实验室进行研究。下面的时间表中是 Argov 博士认为的 GNE 肌病发生和发展的

关键节点。 
改编自，肌病：从床边观察到临床试验的个人旅程，Zohar Argov，Acta Myol。2014 Oct; 33(2): 107–110.  
1979 在 Argov 医生回到以色列之后不久（英国

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之后），他遇到了一
个六十多岁住院的男人，他观察到这个人
坐在轮椅上，和他的孙女一起玩。坐在轮
椅上的男人能够将他的双腿向前（水平）
伸展，同时支撑坐在腿下部（靠近脚踝）
的孙女的体重。Argov 博士指出，对于进
行性肌病患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
的活动，因为这些行为需要四头肌（通常
许多肌营养不良和获得性肌病首先被累
及）的主要力量。 

 1984 Argov 博士在“神经科学杂志”（为了纪念沃尔顿
爵士离开纽卡斯尔到牛津）特刊（称为纪念文
集）中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截至 1984 年，
有 27 例患者被诊断为 QSM。在接下来的二十
年里，有报道称，世界各地诊所都有类似疾病
的患者，并且由于 QSM 和散发性包涵体肌病
（IBM2）之间的相似性，该疾病开始被称作遗
传性包涵体肌病（HIBM）。几乎同时，Ikuya 
Nonaka 博士发现并报告了一例新的远端肌病的
日本患者。随后，两种疾病在一个名称下关联
起来。 

 

 

人体中四头肌的位

置 

   
Detchant 的约翰 沃尔顿爵士

（1922 年 9 月 16 日 - 2016 年 
4 月 21 日）是英国神经科学

家，学术和生活上的同伴，

曾任职上议院。 

1982 从第一次发现这种独特的综合征三年来，
Argov 博士确定了 9 名患者，患有现在被
称为股四头肌免受累肌病（QSM）的这种
病。所有确定的患者都是伊朗（波斯）犹
太人，且具有以下两项特征：1）成人发
病，2）活检显示不同数量的肌肉纤维含
有“边缘空泡”（空泡区域（肌肉纤维病变
区域） 这在以色列 - 意大利在提比利亚
（以色列）联合会议上的摘要中被报道。 

 1995 HIBM 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临床诊断，而实际
上是一种定义明确的遗传性疾病。这个概念由
当时负责以色列哈达萨希伯来大学医学中心分
子诊断工作的 Stella Mitrani-Rosenbaum 博士提
出。Argov 博士继续与 Mitrani-Rosenbaum 博士
合作，后者于 1995 年成功地将称为波斯 - 犹太
人 QSM 的疾病与基因组（染色体 9）中特定的
遗传缺陷相关联。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是西亚的一个

主权国家 

  

 

Stella Mitrani-Rosenbaum 博士。主要

研究者，Goldyne Savad 基因治疗研究

所 

四头肌 

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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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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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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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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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海 



 

 
 

 

1996 由于  Stella Mitrani-Rosenbaum 博士的工
作，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了一次特别会
议，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组专家设定了
该隐性肌病的诊断标准（根据特定遗传特
征诊断HIBM的一套标准）并出版在意大利
杂志的一个特刊; 神经学。 

 2014 从 Argov 博士 1979 年初次发现以来，这种疾病
的多个历史名称继续被世界各地的研究团体使
用。这使得临床医生、患者和研究人员变得越
来越困惑。因此，一个包括 Argov 博士在内的
团体建议重新命名该疾病为“GNE 肌病”。希望
这个名字最终成为该疾病在世界上唯一的名
字。 

 

 

  GNE 肌病的其他名称 
虽然最常被称为 GNE 肌病或遗传性包

涵体肌病（HIBM），肌肉疾病也可以

被称为： 

边缘空泡化远端肌病（DMRV） 

股四头肌免受累肌病（QSM） 

2 型遗传性包涵体肌病（HIBM2） 

2 型包涵体肌病（HIBM2） 

Nonaka 肌病  

 

2001 Iris Eisenberg，Mitrani- Rosenbaum 教授实
验室的博士生发现了编码“N-乙酰葡萄糖胺
差向异构酶/ N-乙酰甘露糖胺激酶”（称为 
GNE）的基因突变为导致疾病的原因。这
一发现有助于确定称为边缘空泡化远端肌
病（DMRV）和日本的 Nonaka 肌病，实际
上与 HIBM 是同一种疾病。在基因发现之
后，世界许多国家的“HIBM/DMRV”患者的
临床表现可以通过分子遗传学方法测试来
证实（迄今为止存在超过  150 种致病突
变）。 

 
2016 

Argov 博士继续与 GNE 肌病治疗的研究人员和
患者组织密切合作。他是一项针对醋纽拉酸缓
释片的随机、对照 2 期临床试验主要研究者。 
Argov 博士还为 Ultragenyx 公司做咨询，该公
司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针对这种疾病治疗的后期
试验。因此，他希望 1979 年发生的“走廊观察”
很快过渡到实现治疗。 

Ultragenyx 公司宣布撤回醋纽拉酸缓释片（Ace-ER）在欧盟的上市许可申请。 

 
2016 年 11 月 11 日，Ultragenyx 公司宣布从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撤回醋纽拉酸缓释片（Ace-ER）治疗成

年 GNE 肌病患者的有条件上市许可申请(MAA)。“有条件批准”是欧盟使用的一种称谓，允许在确认研究完成

后某些治疗严重疾病的药物能够对患者开放。有条件的 MAA 是基于公司的 2 期研究的数据，该研究最初没有

设计为注册研究。在人类药物产品委员会（CHMP）会议期间，CHMP 表示虽然 2 期研究结果令人鼓舞，但还

不足以该支持该药物当时被批准。为确定 Ace ER 的作用，Ultragenyx 将从一项 3 期全球研究中得到更多疗效

数据，该研究已经完成招募。 同时计划在 2017 年下半年获得该研究的数据后提交 MAA 申请全面的批准。对

于目前参与 Ace-ER 研究的患者没有任何后果。Emil D.Kakkis，医学博士，博士，Ultragenyx 首席执行官和总裁

说：“我们的 3 期研究正在进行中，目的是通过更大的试验确认在 2 期研究中看到的令人鼓舞的结果，主要
终点和安慰剂持续整个研究阶段的 48 周时间。我们致力于将这种潜在的治疗方法用于那些受这种进行性、
令人衰弱的肌肉疾病影响的患者。” 

全新闻稿   (www.ir.ultragenyx.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998999) 
如果您对本公告有任何疑问，请于下列方式联系研究团队 gnem@treat-nmd.eu 

 

 

绿色-未受累的（四头肌） 
红色-萎缩的（后部和中间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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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ttp://ir.ultragenyx.com/releasedetail.cfm?ReleaseID=998999
mailto:gnem@treat-nmd.eu


 

 
 

食物的选择与健康 
简介 
患有罕见的神经肌肉疾病例如 GNE 肌病，随时间推移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好些方面。由于生活习惯和体型的不同，任何年龄的成年人对营养和

体力运动的需要都会不同。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是让你健康和感觉良好的重要的方式。患有 GNE 肌病的人与其他人群具有相同的饮食要求。

在诊所常常被问到，什么是健康的饮食？ 为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制作了这个简短的指南，你可能觉得有用 - 但请注意这不是医疗建议。 

关于健康均衡的饮食和稳定的体重的好处已有很多记载，它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心理和身体健康。它可以预防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肥

胖，超重和体重不足，并有助于预防非传染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脏病、中风、某些癌症和骨质疏松症 

你可能想知道你的体重所在的位置，来确定你是否需要改变饮

食，增重/减重，或利用减少运动保持体重。医疗专业人员用

于确定这一点的常用措施是体重指数（BMI：体重（kg）/身高

（m）2）。虽然这对于一些人是有用的，但是对于经常依赖于

助行器2的人来说，可能有更可靠的措施，例如腰围测量。请咨

询您的临床医生或专科营养师，他们将能够建议什么是最适合

您的。 

什么是健康均衡的饮食？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保持健康的体重意味着你摄取的能量必须

和你消耗的一样多。如果你想减肥，你消耗的能量必须比你摄

取的更多。如果你想增重，你摄入的能量必须比你消耗的更

多。 
健康饮食指南 3（图 1）是一个看得见的指导，描述在一天中

应该吃的五个主要食物群的比例，以便能够实现健康的饮食。

它由英国公共卫生部门基于多个科学委员会（COMA，SACN）
的广泛研究结果提出，目的是将营养信息原则性地传播到英国

人群中4.。对不同国家，建议可能略有不同，但一般来说，关

键的营养建议在全球范围内是一样的，且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

推荐5,6,7,8,9.。 

图 1: 健康饮食指南 

 

有关营养的关键信息： 
关注不同或同一食物群内多样化和营养丰富的食物（图 1 和表 1），在卡路里限制范围内的满足营养需要。营养丰富的食物是那些富含维生

素、矿物质和其他有益物质的食物，很少或没有固体脂肪、添加糖、精制淀粉和盐。这些食物以其天然形式完美保留了重要的成分如膳食纤

维。下表中未列出但全球公认的其他重要建议包括：• 减少盐的摄入量至小于 5g /天 • 在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保持身体活跃。 
表 1: 主要营养建议 

以淀粉类  碳水化合物  
作为饮食基础 

 
淀粉类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应占你所吃的食物的

三分之一。这些包括根茎类蔬菜、面包、米

饭、面食、谷物和小米。尽可能选择全麦品种

（或连皮一起吃土豆）：这些食物包含更多的

纤维，并可以更长时间让人不感到饥饿。 

 吃各色水果和蔬菜至少每天 5 份  

二片水果 

一部分通常约 80g，干果由于糖含量浓缩

（30g /小量）建议分量减小，和一杯 150ml 
的果汁 

三份蔬菜 
一份含 80g 或满满三汤匙的蔬菜 

 包含奶制品 或  含钙量高的奶类替代品 
饮食中包括奶酪、酸奶和奶油乳酪 这些提供了丰富的膳食钙、蛋白质

和维生素来源。一些乳制品中脂肪和饱和脂肪含量高，你可以选择低

脂的品种。 
推荐量如下： 
火柴盒大小的奶酪（30g） 
小酸奶 
1/3 品脱的牛奶 
对于那些不耐乳糖的人，其他非乳制品来源的钙是： 
• 强化果汁，谷物和面包， 
•  听装含骨沙丁鱼和鲑鱼，西兰花和春季蔬菜（羽衣甘蓝，白菜，芥

菜）。 
• 用硫酸钙制作的大豆豆腐，大豆酸奶和豆豉。 

     

蛋白 
 瘦肉: 从红肉和家禽中清除多余的脂肪和皮肤，尽可

能避免油炸。红肉最好每周限制两次。加工肉类（火

腿、香肠、法兰克福香肠和熟食肉）含盐高，应慎

吃。 

豆类/豆科食物（豆类/豌豆和小扁豆） 豆类和豌豆也

是蔬菜组的一部分，能提供良好的蛋白质来源，且低

脂肪含量和天然高纤维。 

海产品：尝试每周包括两份鱼，其中之一应该为油性

（腌鱼，金枪鱼，鲭鱼，鲑鱼，鲱鱼，鲥鱼）

（140g） 

 食用油类和涂抹酱 
选择不饱和油和涂抹酱（橄榄、向日葵、油菜籽或

植物油），尽量避免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如黄

油、酥油和香草。不要从饮食中去除脂肪，但因为

它能量密度非常高，要限制其每份的大小为 5g / 1 
茶匙。 

糖 
建议成人每天吃不超过 30 克糖（7 块），而英国人

平均吃 2 到 3 倍的量。可能很难知道食物的含糖

量，因此检查标签很重要。一般建议在饮食中限制

过度包装的食品，这通常指糖果、蛋糕、饼干以及

含糖饮料。 

 

 

水 
(大约每杯 240ml) 

限制酒精摄入量为

每周 14 单位以下，每

周至少有两天完全没

有酒精。 

1.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1. Fiscal Policies for Diet and Prevention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50131/1/9789241511247-eng.pdf[Accessed 16 November 2016]. 
2.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2. NHS Choices: Live Well Disability.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nhs.uk/Livewell/Disability/Pages/weight-loss-wheelchairs.aspx[Accessed 16 November 2016]. 
3. Public Health England. 3. Eatwell Guide.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28193/Eatwell_guide_colour.pdf [Accessed 16 November 2016]. 
4. Public Health England. 4. Government Dietary Recommendations for food and energy and nutrients for males and females aged 1-18 years and 19+ years. [Online].Available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4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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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4. Healthy Diet: fact sheet N394.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94/en/[Accessed 16 Nov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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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 National institute of nutrition: Indian council of medical nutrition. 7. Dietary Guidelines for Indians.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ninindia.org/dietaryguidelinesforninwebsite.pdf[Accessed 16 Nov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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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9. Food based dietary guidelines. [Online]. Available from: http://www.fao.org/nutrition/education/food-dietary-guidelines/regions/en/ [Accessed 16 November 2016]. In-text citation: 

水、低脂牛奶、

无糖饮料，包括

茶和咖啡都算在

内。 

果汁和/或冰沙

限制在每天总共 

150ml 内。 
 

6-8 
杯每

天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50131/1/9789241511247-eng.pdf
http://www.nhs.uk/Livewell/Disability/Pages/weight-loss-wheelchairs.aspx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28193/Eatwell_guide_colour.pdf%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47050/%20government__dietary_recommendations.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47050/%20government__dietary_recommendations.pdf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factsheets/fs394/en/
http://www.who.int/dietphysicalactivity/publications/trs916/en/gsfao_introduction.pdf
http://ninindia.org/dietaryguidelinesforninwebsite.pdf
https://health.gov/dietaryguidelines/2015/resources/2015-2020_Dietary_Guidelines.pdf
http://www.fao.org/nutrition/education/food-dietary-guidelines/regions/en/


 

 
 

 
 

我的经历 - Rushabh Desai 
 

Rushabh Desai 来自印度，2011 年被诊断为肌肉萎缩症 GNE 肌
病，也称为遗传性包涵体肌病（HIBM）。他目前正在参与 GNEM-
DMP 国际注册项目，并且还参与协作、教育和提高全世界对这种

罕见疾病认知的活动。下面，Rushabh 谈到和这种疾病共处的生

活，并分享一些关于自己的故事 - 请注意，Rushabh 的经历只是

他自己的，不代表所有的参加研究的患者。 

 

似乎就像昨天，我还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并不知道，未来我的整个生命旅程会改变。我知道我的身体发生

了奇怪的事，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从童年开始，我非常健康，在运动中也很活跃。在我的大学时代，在这种

疾病发生之前，我非常擅长游泳和健身。因此当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走路很奇怪”时，我不能接受我的身体

可能会出错，于是选择了忽略而不是咨询医生。 

 
我的父亲、Argov 教授、我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Hadassah 医院临床研究单位的 Caraco 医生 

与朋友们（20 岁）野餐，运动时我突然注意到我跑步有困难。至此我

的异常行走和跑步模式是相当明显的，这让我的母亲警觉，带我去看

医生。在看过几个医生和通过各种测试后，我的父母得知我有一种肌

肉疾病，但不知道哪一个。我的父母为了我好，对我隐瞒了消息，使

我可以完成学业。 
在印度误诊后，为了更准确的诊断，2010 年我去了巴黎的肌肉学研究

所去看 Anthony Behin 医生。诊断的结果对我相当震惊。困惑、哭泣，

我完全垮掉了。我得的是一种罕见的肌肉疾病，而且没有治愈的可

能。对于一个当时 21 岁的人，痛苦和失望难以言表，我的所有梦想在

不到几秒的时间内完全破碎。 
诊断之后不久，我告诉自己，哭泣没有意义。我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关于 GNE 肌病的更多信息，并开始与世

界各地的患者团体和科学家联系，以更多地了解这种疾病。在 2012 年，我很高兴地听说 Ultragenyx 在开展一

个唾液酸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在我父母的支持下，我去了美国，加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研究单位的试验。 
这段时间里，周围的很多人问我发生了什么事。由于尴尬，起初我不愿意显露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人们不

会理解它的复杂性 - 但逃跑不是解决方案。我开始旅行，与世界各地不同的病人群体和科学家联系。了解他们

并在各种平台分享我的经历帮助我更好地表达和接受我自己。 
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旅程，我非常幸运地遇到并接受了世界各地研究 GNE 肌病的顶尖研究人员/科学家的指

导。这给我带来了责任感。我期待帮助和指导其他患者，并致力于教育和提高对这种罕见疾病的认知，以达

到治愈的终极目标。有了这个共同的目标，一些患者、他们的家人和我自己在印度成立了一个名为“GNE 肌病

国际”的组织 (www.gne-myopathy.org) 以帮助和支持与 GNE 肌病有关的各个方面。 

 
我与 Ultragenyx 首席执

行官 Dr Emil Kakkis 在 
2012 年初 

自从 2008 年发病以来，很多已经改变，未来仍然有很多会改变。每一天都给我的生活带

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将来还有更多。有些日子我失去了信心，今后还有更多这样的日

子。在这个艰难的旅程中，我不要让疾病改变我的热忱，珍惜生命的馈赠，让我的能力

以最好的方式成长。 

今天，我设法在印度上市的金融公司担任投资分析师

的全职工作，我每天都心满意足。我选择专注于我能

做什么，而不是我不能做什么。 

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我的故事！ 

 

Rushabh Desai 

在以色列地中海上滑翔 

我在印度泰姬陵前的照片 

 

http://www.gne-myopathy.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