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阅读第七期 GNE 肌病监测计划 (GNEM-DMP) 通讯，感谢您持续支持和参与 
GNEM-DMP。我们的通讯为您提供关于 GNEM-DMP 的定期更新，并向您提供关于 

GNE 肌病的科学知识更新。 
我们欢迎您对本期通讯给出意见和建议。 

 
 

 

第七期 GNEM-DMP 通讯内容： 
 
 

 GNEM-DMP 登记研究更新和参与情况概述 
 

 

 矫形器在神经肌肉疾病中的应用 
 

 

 GNE 疾病国际社团 – 活动概述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与 GNE 肌病 
 

 给患者家人和看护人的 10 条建议 
 

 Mona Patel - 我所经历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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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B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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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CC-UX001-00043 

https://www.gnem-d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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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月度分解和平均每月招募的参与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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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总数：305 

 

 
 

GNEM-DMP 登记研究更新和参与情况概述 
 

2017 年 1 月，GNEM-DMP 登记研究的参与者数超过 300 名，
这一出色成绩的实现，离不开每一位患者、临床医师、患者团体、
看护人以及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其他支持者的巨大支持和贡献。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该登记研究于 2014 年 3 月首次在网络上启动，在 1 年时间内，已从 21 个国家
招募到 157 位参与者。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强劲的招募势头，要归功于我们
从广大的 GNE 社区获得的巨大支持。该登记研究平均每月招募到 9 名新参与者
（图 2），通过参与者信息的持续供应，该登记研究仍能指导研究人员设计临床
试验和开发潜在的治疗。借助登记研究将 GNE 疾病患者汇聚在一起，使得医生、
研究人员和治疗开发者能够收集和分享匿名的研究信息，从而有助于为每一位 
GNE 疾病患者改善诊疗标准，同时为进一步了解这种疾病和开发未来治疗提供机
会。 

时至今日，该登记研究已持续招募参与者三年，目前成员数达到 305 人，分别来自 31 个国家，跨越 5 个大洲（图 3）。该登记研
究的目的是为参与者提供有用的资源，使其能够参照登记库中其他成员的信息，跟进自己的疾病的进展。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该
登记研究要求所有参与者提供长达 15 年的纵向数据（每隔一段时间完成一次问卷调查：完成首次问卷调查后 6 个月再完成一次问
卷调查，之后每隔 12 个月完成一次）。每位登记参与者都能够登录到自己的在线账户，查看自己先前以回答问卷形式提供的所有
信息。登记库管理者会在参与者到达问卷填写期限之前早早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提醒参与者填写问卷——不过，参与者也可自行登录
至登记库，查看是否有问卷需要填写。您的首要登记库联系人电子邮箱为 hibm@treat-nmd.eu 

 

  

图 1：GNEM-DMP 登记研究主页 www.gnem-dm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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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GNEM-DMP 登记研究参与者的全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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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体登记研究参与者的建议 
 保留好您的用户名和密码，以便您能正常访问您的登记库账户——但请记住保管好

您的详细信息，确保它们的安全！ 
 

 如果您不能正常访问您的登记库账户，请通过电子邮箱 hibm@treat-nmd.eu 联系管

理团队 
 

 确保来自 hibm@treat-nmd.eu 或 phillip.cammish@ncl.ac.uk 的电子邮件不会进入您

的垃圾邮件夹——管理团队会向参与者发送大量的有关一系列 GNE 相关话题的电

子邮件，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位参与者错过它们！ 
 

 确保您在每份调查问卷中回答尽量多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能为 GNE 疾病的研究

提供重要信息。 
 

 如果您对您在该登记研究中的参加有任何不确定之处，请联系我们！ 
 

 如果您是该登记研究的某一位参与者的看护人、朋友或家人，您知道这位参与者的

情况发生了改变，影响到了他们在该登记研究中的参加，请告诉我们。 
 

 所有 GNEM-DMP 通讯的档案文件可从以下网址获得： www.gnem-

dmp.com/Home/Newsletters 

mailto:hibm@treat-nmd.eu
https://www.gnem-dmp.com/
mailto:hibm@treat-nmd.eu
mailto:hibm@treat-nmd.eu
mailto:hibm@treat-nmd.eu
mailto:phillip.cammish@ncl.ac.uk
http://www.gnem-dmp.com/Home/Newsletters
http://www.gnem-dmp.com/Home/Newsletters


 
很多 GNE 肌病患者已经每天都在使用矫形器来协助自己活动，或将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候需要使用矫形器来协助自己活动。到英国

纽卡斯尔临床中心就诊的患者通常对矫形器的使用怀有各种疑问，John Walton 肌肉萎缩研究中心的理疗团队能够回答这些疑问。

在本文中，神经肌肉研究理疗师 Dionne Moat 将为大家分享有关矫形器的一系列信息，特别是矫形器在 GNE 疾病患者中应用的

信息。 

什么是矫形器？ 
矫形器是"一种外用设备，可用于矫正神经肌肉和骨骼系统的结
构特征和功能特征”(1)。它们的形状、尺寸和材料多种多样，可
出于多种原因应用于身体的不同部位，但主要用于下肢。 

它们的用途是什么？ 
矫形器可用于维持或改善运动幅度、改良关节姿势、限制不良
活动、帮助减轻疼痛、提高某部位的功能或用于以上任意几项
的组合。根据情况的不同，患者的症状和问题将决定应使用哪
种类型的矫形器。 

矫形器在 GNE 中的常见用途是什么？ 

GNE 的最常见初始症状之一是“足下垂”(2)。就 GNE 等神经肌
肉疾病而言，足下垂是由背屈肌无力导致(3)。背屈肌是位于小
腿（胫骨）前方的肌肉，负责上提踝关节。在某些情况下，或
者随着疾病的进展，踝关节周围的其他肌肉也会变得无力，导
致足部无力和踝关节不稳定。踝关节周围的肌肉无力也会增加 

使用矫形器应对足下垂的目的是为足和踝关节提供必要的支持，
维持良好的姿势，最终提高步行能力，使患者能够安全有效地进
行日常活动。矫形器有助于在步行过程中预防脚尖拖地，从而降
低跌倒风险。足下垂会导致患者改变走路姿势，由此引发各种疼
痛，而矫形器也有助于减轻其中的某些疼痛(5,6)。 

适用于足下垂的矫形器类型 

矫形器支具的类型有很多种，适用于一个人的矫形器未必适用于
另一个人，即使他们的情况或症状相同。不管是“现成的”矫形器
还是定制矫形器，都建议您找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如理疗师和/或
矫形器修配师）评估您的状况，然后再选择一款适合您的矫形器。
选用正确、合身的矫形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可以确保舒适、
使用起来容易忍受，还可提供最满意的效果。支具使用久了会发
生磨损，而且当需求发生改变后，支具需要重制、更换或重新评
估。不同地方提供不同的医疗服务和预算，因此约诊和审核程序
可能有异。以下列举了几种在矫正神经肌肉疾病的足下垂方面使
用的矫形器： 

小腿肌肉发紧的风险(4)。踝关节周围无力或“足下垂”可显著影
响患者的行走、功能及自信(5)。踝关节无力会导致患者改变步
行方式，因为患者在步行过程中无法上提踝关节和脚，使得患
者的脚不能离开地面，这可能会导致脚尖拖地，引发绊脚和跌
倒。 

 
图 1：正常行走方式，表现为踝关节 

提举，脚趾头离地。 图 2：足下垂

时的行走方

式，表现为踝

关节无法提

举，随着腿向

前移动，脚趾

拖地前行。 

 
 

 

这继而会导致焦虑和自信心下降，而且意味着患者更少走路。
躯体活动的减少可导致因训练减少而引发的继发性无力(5)。不
过，这种废用性萎缩与 GNE 导致基础性肌肉萎缩不同，它可
在活动得到改善后逆转。矫形器经常用来矫正神经肌肉疾病中
的足下垂(4,5,6)，它的使用应根据临床医师和矫形器修配师的临
床经验和判断来确定(5)。矫形成功与否通常根据患者的佩戴体
验来衡量，也根据临床医师所记录的功能指标来衡量。例如，
与不佩戴矫形器相比，患者在佩戴矫形器时能够走多快，走多
远、到处活动能力如何或日常活动执行能力如何。 

抬脚矫形器 
这常常是最开始使用的矫形
器。它易于使用，可穿在鞋
子里面。简单的几条松紧束
带可提供最低程度的“抬脚”
能力。它有一块塑料衬垫，
可固定在鞋带与鞋舌之间。 

 

 

前壳踝足矫形器 

(AFO) 
这种支具可帮助矫正足下垂，

也可协助保持膝关节直立。

由于 GNE 肌病患者的股四

头肌（大腿前方的肌肉）仍

然有力，所以这些支具不常

用于这一疾病。 
 

 
硅胶 AFO 
这是一种定制的支具，需要
用您的腿做一个模子。它可
为脚踝周围提供支撑，但比
硬质塑料支具更柔软，且比
固体材料支具能够提供更多
传感反馈。它们在地方 
NHS 矫形器科不容易购买
到。 
 
 
 

 

支撑绷带 
这是一种软式支具，可为

脚和脚踝周围提供中等程

度的支撑。它由 3 条缠绕

在脚踝周围的松紧束带组

成。这些束带需要拉紧才

能提供适当的支撑。每条

束带上标记着 1、2、3 个

点，表示束带的束扎顺序，

也即 1 个点 = 第一条束带。

这种支具可帮助抬脚，也

可为脚踝周围提供稳定性。 

碳纤维 AFO 
这类支具通常比标准硬质 

AFO 更轻，但不适用于每一

个人，因为它们不能为脚踝

的内、外侧提供适当支撑。 

 

 
 

 
 

硬质 AFO 
这些支具可为重度足下垂提
供更大程度的支撑。它们可
以是“现成”的，也可以是定
制，而且有时会在脚踝处配
有一根束带。佩戴这种支具
时通常需要穿更大号的鞋子。 

 
 

 

抬趾支具 

这种支具可帮助“抬举趾
头”，也就是当您迈步时，
帮您将脚趾抬离地面；另
外，它也可以帮助预防足
下垂。 

 

 

 
 

在您开始使用任何矫形器具之前，
我们建议您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
供者或理疗师。如果您对本文中
讨论的任何项目有任何疑问，请
联 系 登 记 研 究 团 队 ：
HIBM@treat-nmd.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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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形器在神经肌肉疾病中的应用 - 
由英国纽卡斯尔理疗团队提供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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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I（GNE 肌病国际社团）
是一个由 GNE 肌病患者、
家人和朋友共营的国际组织，
其使命是增进全世界患者和
社区对这种罕见遗传疾病的
认识，并向患者提供  

信息和支持。社团成员分布 

于全球多个国家，包括亚洲 

、欧洲、中东和美国。 
 

 

简介 
GMI 成立于 2014 年，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GNE 肌病患者及
其家人和朋友组成的联盟。它与 WWGM（没有 GNE 肌病的
世界，一家在印度注册的信托机构）结盟，并得到 WWGM 的
支持。我们的成员和支持者正在积极努力地提高全世界对 GNE 
肌病的认识，并实时了解有治疗意义的研究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我们正在呼吁各个国家的患者及其家人共享信息，并为新确诊
的患者提供帮助。我们坚信，通过宣传、教育和研究，我们能
够为 GNE 肌病找到一种治愈方法。 

 

患者网络研讨会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患者的集体行动来找到通往有效疗法的路
径。根据这一愿景，我们为患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患者聚集
在一起，并通过定期组织的患者网络研讨会获取有关 GNE 肌
病的信息。这些网络研讨会在我们的社区中变得非常受欢迎，
研讨会的参与者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包括以色列、意大利、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印度、美国、英国和阿联酋等。 
 
 
 
 
 

首届患者网络研讨会 

标题-“GNE 疾病的疗法：对当前知识的批判性分析” 
演讲人：WWGM 经营受托人 Alok Bhattacharya 教授，举办时间：

2016 年 9 月 17 日。 

 

此演讲讨论了各种潜在的治疗选择：除补充唾液酸/甘露糖胺 

(ManNAc) 之外，还包括基因疗法、干细胞疗法、mRNA 表达

疗法。它得出的结论是，临床研究的前进方向应该是追寻那些

为其他遗传性疾病开发的已进入高级开发阶段的潜在疗法，并

对它们进行改造以使其适用于 GNE 疾病。 

 

第二届患者网络研讨会 

标题-“GNE 疾病的治疗突破（新进展）”演讲人：Lalé 

Welsh，神经肌肉疾病基金会 (NDF) CEO，举办时间：2016 年 

12 月 3 日 

Welsh 女士讨论了 GNE 肌病的治疗现状和未来进展，比如她
讲解了进行中的唾液酸和 ManNac 临床试验，并讨论了基因
疗法和干细胞疗法的潜力。她解释道，NDF 正在为基因疗法
开展药品临床试验申报 (IND) 前的准备工作，以向美国 FDA 
提交临床试验申请。 

 

 

 

第三届患者网络研讨会 
标题：“GNE 肌病的干细胞疗法” 
演 讲 人 ： Todd Malan 博 士 、 Roberta Çirişyan 以 及  Alok 

Bhattacharya 教授，举办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28 日 

这次网络研讨会由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 45 位参与者参加，他们
讨论了干细胞疗法及其在 GNE 肌病患者中的应用。第一位演讲
者为 Todd Malan 博士（创新整容手术中心，美国亚利桑那
州），他谈论了我们身体的脂肪组织中的干细胞。他强调，他
们已经笼统地（并非专门针对肌肉疾病）研究了干细胞使用的
安全性，发现干细胞的安全性超过以往的预期。此外，他猜测，
如果研究组（非 GNE 或肌肉疾病）表现出正性作用，则可能归
因于各种促生长物质和促组织愈合物质的释放，这些物质的释
放可帮助受损组织修复。第二位演讲者是 Alok Bhattacharya 
教授（尼赫鲁大学，新德里），他对不同类型的干细胞进行了
概述。此届网络研讨会的第三位演讲者是一名 GNE 肌病患者—
—Roberta Cirisyan 女士。她讲述了 Stavros Alevrogiannis 
医生（希腊雅典）对她进行的干细胞治疗。Cirisyan 女士在 
2016 年接受了干细胞治疗，并开始依照 Alevrogiannis 医生
的建议服用各种维生素和矿物元素。这并不是一项临床试验，
而是对一位患者进行的探索性研究。由于治疗仍在继续，所以
结论稍后才能得出。每位演讲者的演讲之后都有问答环节。 

 

宣传单 
GMI 社团携手许多具有奉献精神的志愿者，通过制作讲解 GNE 
肌病的宣传单并将其翻译成多种语言，来增进社区对 GNE 肌病
的 认 识 。 这 些 宣 传 单 可 从 我 们 的 网 站  (www.gne-
myopathy.org) 下载。此外，我们也已将这些宣传单发送给世
界各地的医生，让他们了解有关 GNE 肌病的知识。 

患者调查 

GMI 也开发了一个简短的调查问卷，用于收集患者对所使用的
各种疗法/治疗/锻炼的有效性的自评信息。已有超过 50 名患者
完成这项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会揭晓。 

 

如果您有志于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敬请通过
以下邮箱联系 GMI：
wwgm.india@gmail.com 

Sudha Alok Shilpi 

Rushabh Tara Mona 

Imad Abdullah 
GNE 肌病国际社团成员 

http://www.gne-myopathy.org/
http://www.gne-myopathy.org/
mailto:wwgm.india@gmail.com


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与 
GNE 肌病 

GNE 肌病仅可通过常染色体隐性方式遗传。这意味着，只有父母双方均具有一个
缺损基因的拷贝，也即双方均为该病的“携带者”，才有可能将疾病遗传给孩子。当
携带同一种隐性基因突变的一对夫妻孕育后代时，夫妻双方都有可能会将基因突变
遗传给孩子，也都有可能会将正常的基因遗传给孩子。 

给患者 
家人 

和看护人 

的 10 条建议 

 

 

 
 

 

 

 

 

 

 

 

 

 
 

 

 

 

 

 

 

 

 
 
 

 
 
 
 
 
 
 
 
 
 
 
 
 
 
 
 
 
 
 
 
 
 
 
 

 

如图 2 所示，带隐性突变的基因用“r”表示，正常拷贝用“R”表示，每次怀孕时传给后代的
遗传信息有四种可能的组合。这意味着，每次怀孕时，后代有可能是： 

 

1 - 非携带者。父母有 1/4 (25%) 的几率将两个正常基因拷贝遗传给后

代，则后代既不患病也不是携带者。 
 
 

2 - 携带者。父母有 2/4 (50%) 的几率将一个隐性基因突变和一个正常

基因拷贝遗传给后代，则后代与父母一样，成为不患病的携带者。 
 
 

3 - 患病者。父母有 1/4 (25%) 的几率将两个隐性基因突变同时遗传给

后代。在这种情况下，后代不能产生正常的基因产物，从而会患上

由这种基因导致的疾病。 
  

GNE 基因位于第 9 号染

色体上（确切位置是 

9p13.3） 

1/4 的几率 
25% 

携带者

母亲 

卵子 

携带者

父亲 

R = 正常拷贝 

r = 隐性突变 精子 

非携带者 
携带者 

患病者 

1/4 的几率 
25% 

2/4 的几率 
50% 

遗传学 – 基本知识 

 
• 您的基因内含带着指挥您的身体生长、发育和保

持健康的指令。基因的某些改变可使它们出现缺

陷，导致细胞不能正确读取/根本无法读取基因内

的消息。 
 

• 每个细胞内通常含有 46 条染色体，它们排列成 

23 对。每对中有一条来自我们的母亲，另一条来

自我们的父亲。这些染色体中有 22 对被编上序

号。这些被编号的成对染色体称作常染色体。第 

23 对染色体由性染色体 X 和 Y 组成。男性的性染

色体为一条 X 和一条 Y，女性的性染色体为两条 

X。 
 

• 在缺损基因中发现的变异称作突变。如果某种遗

传病仅在基因的两份拷贝均发生变异时才发生，

则称作隐性突变。 
 

• 常染色体基因是指位于编号染色体上的基因，通

常以同一方式影响男性和女性。 

或
者 

图 1：染色体图片（核型）显示 GNE 基因 

图 2：遗传图谱阐释什么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全美有 9000 多万看护人照料着身患

慢性病、残疾、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亲

人，看护人行动网络 (CAN) 是一家

位于美国的非营利性组织，专为这些

看护人提供教育、同伴支持以及各种

资源，旨在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该

网络近期发布了一组建议（见下

文），旨在为照料着任何人的看护人

（包括照料着 GNE 肌病患者的看护

人）提供帮助。全文可在 CAN 网站

上找到：

www.rarecaregivers.org。请将

这篇文章分享给您所认识的可能受益

于这些信息的任何人。 

 

1. 从其他看护人那里寻求支持。您

并非孤立无援！ 

2. 照顾好您自己的健康，以便您能

够足够强壮地照顾您的亲人。 

3. 接受别人的帮助，提出一些具体

的事情让别人帮您做。 

4. 学会与医生有效地沟通。 

5. 看护人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所以

经常给自己放短假休息。 

6. 留意抑郁征兆，当需要专业帮助

时，及时获取帮助，切勿拖延。 

7. 对能够帮助您照料亲人的新技术

持开放态度。 

8. 整理好医学信息，确保它们能及

时更新且易于找到。 

9. 确保法律文件整理有序、随时 

可用。 

10. 您的工作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 

之一，您已尽己所能，给自己一些

表扬！ 

 

 
 

http://www.rarecaregivers.org/


 

Mona Patel - 我所经历的旅程 
Mona 来自于英国，为印度裔，2005 年被诊断出患有 GNE 肌病。
Mona 是 GNEM-DMP 登记研究的参与者，一直活跃于各种筹款活动，
专注于提高人们对 GNE 肌病的认识。下面，Mona 讲述了她应对这种疾
病的经历，并分享了一些她自己的故事——请注意，Mona 的经历是她自
己独有的经历，不代表所有研究患者的经历。 

 

我确诊之前的生活 
在我的整个青少年和 20 岁出头的日子里，我取得了许多令我极其自豪的成绩。我为慈善活动完成了一项长达 25 英
里（40.2 公里）的步行马拉松，离开了家门上大学，攀爬了悉尼港大桥，并在澳大利亚大堡礁体验了潜水。我甚至

历经 28 小时产程，在只有气体和空气的条件下诞下了我的女儿！ 
 

在我的疾病进展之前，我也非常热衷于游泳，喜欢参加瑜伽、普拉提和舞蹈课程。像其他健康青少年或年轻人一样，
我对未来充满了无数的希望和抱负。我曾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非常活跃，非常独立，直到我二十五岁左右，这场疾
病像晴天霹雳一样使我和我周围的亲人感到震惊。我始终拥抱生活和生活带给我的一切，但我那时候不知道未来等待
我的是什么。 

 

我现在的生活 
自从我发病以来的这些年，GNE 肌病慢慢地夺走了我的肌肉力量——以至于现在我需要依靠各种设备/活动器具才能

进行日常活动和到处走动。GNE 肌病是一种进行性的肌肉废用性肌病，在我 26 岁的时候

开始发病。我现在到了一个很多活动都受限的阶段。我不能跑，不能爬楼梯，老是感觉自

己很脆弱，害怕跌倒。我不能做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到商店买面包、穿衣服、

举手从架子上拿东西或挠一挠我的头顶……（你懂我的意思）。每当我开始适应我的状况

后，我又失去另一项能力，所以我不得不重新开始适应过程——这样的挑战是无休止的，

我发现我不断在为自己又失去一项能力而感到悲痛。更糟糕的是，这个病让我感到“很依赖

人”，我觉得这一点让我难以接受——但我没有选择。我能选择的是我如何面对这个疾病。 

 

不让 GNE 肌病阻止我前进的步伐 

我想出了很多策略来应对我身体的所有无情改变。这个疾病教会了我坚韧和同理心。此

外，它也帮助我勇敢地面对阻挠和羞耻感，以让我能够为其他残疾人的生活带去改变。所

以现在，我是一名获奖的公平和多样化专家，在一家获奖的大学工作，我也是一名变革代

理人、资金筹集人，并且我正朝着成为一名患者权益倡导者的角色努力。 

这个疾病让我有幸结识了很多善良、机智、意志坚强和振奋人心的人，对此我倍加感激。不过，GNE 肌病也会殃及我
们身边的亲人，给他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并非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心理能力和周遭的支持来应对这个疾病。身为患者，
我们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为这种罕见病迎来一种治疗方法。我们的 GNE 肌病社区及患者家属
焦灼地等待着治疗的批准，这等待既漫长又艰辛，我们也非常感激像 Ultragenyx 这样的公司投资于治疗的研发，在
这漫长又黑暗的隧道终点处点燃了希望之光。我希望再过不久，我们就会迎来一种治疗方法，这样就没有人再需要遭
受 GNE 肌病为我带来的各种痛苦。 

展望未来和提高意识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筹款活动（伦敦铁人二项和伦敦巴黎骑车行），目的就是

提高公众对罕见遗传病的认识，支持新的举措将现有研究从实验室带到患者身旁，以及开发准确

的方法降低误诊率。我也正在投身于英国肌肉萎缩症慈善会 (MDUK) 的活动，有志于扮演起患

者权益倡导的角色。 

患者的力量 
我很高兴地看到 GNE 肌病患者社区正在取得掌控权，协力推进重要的变革。通过社交媒体活动、
慈善工作、疾病针对性网络研讨会以及患者日等方法来提高公众对该疾病认识都取得了成功。所
有这些举措都有助于消除隔离、清除障碍并为每位患者以及我们的看护人提供重要支持。更重要
的是，它激励我们和促使我们不断鞭策自己，从不放弃希望。 

 
 
 
感谢您阅读我的故事。Mona 伦敦 2016 年铁人二项 

“因为我罕见，所以你关心”  
(You care because I’m rare) 

 
 
 
 
 
 
 
 
 
 
 
 
 

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2014 年员工奖 

泰国：大象农场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