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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GNEM-DMP 通讯内容：

• 2017 年 Ultragenyx 患者日 – 回顾

• 锻炼和 GNE 肌病

• 肌肉活组织检查 – 什么是肌肉活组织检查，为什么 GNE 肌病患者需要进行肌

肉活组织检查

• 罹患神经肌肉疾病与操作个人计算机（克服挑战的方法）

• Vitor Pin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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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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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EM-DMP 通讯
欢迎阅读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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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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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记库的作用体现在其所包含的信息，因此，请务

必保持您的详细信息为最新。在填写初始问卷调查 
6 个月后将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您完成下一组问题，

然后在 12 个月后再次提醒。但是，如果在此之前

有任何变化，例如您的联系方式发生变化，那么请

记得在登记库中更新。

更新详细信息时请检查您是否已经：

填写了所有问卷；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登记库就越

有用。您提供的详细信息可能有助于为未来的研究提供

信息，并改善护理标准。

上传您的基因报告和肌肉活组织检查；如果您能够

做到。您的个人信息（姓名、出生日期、居住国）被安

全地保存，不会向任何第三方（包括 Ultragenyx）、家庭

成员或商业公司披露。

更新详细信息请登录您的登记库账号：
www.gnem-dmp.com

患者日，2017 年 4 月 22 日
2017 年 4 月 22 日，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诺瓦托的 Ultragenyx 总部举行

的年度患者日，人们聚集在一起对受罕见病困扰的人表示敬意并庆祝，

空气中充斥着以地球日为主题的乐趣和活力。

宾客们享受着游戏、工艺品、艺术展、食物和音乐。患者日是罕见病

社区成员与彼此和雇员们见面、交流和分享故事的一个机会。特邀演

讲嘉宾包括 Ultragenyx 首席执行官 Emil Kakkis 博士、来自 Loulou 基金

会的 Majid 和 Lynn Jafar 以及来自 RASopathies Network 的 Lisa 和 Max 
Schill。

“很高兴见到大家放松下来，
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我们
在一生中背负沉重负担对
抗家庭中的毁灭性疾病，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机
会。”

Tara Voogel（她经营自己的博客 (www.taratalksgnemyopathy.blogspot.co.uk)，在

博客上讨论 GNE 肌病患者所面临的挑战和见解）参加了这次活动，并

对当天的活动进行了以下回顾。

“活动发起者非常仔细地考虑了与会患者的需求。今年，会场增加了一
个‘安静房间’。我们在当天的庆祝活动中进行分享之后，一群 GNE 肌病
患者、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看护人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聚集了起来。
‘安静房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空间，分享如何最好地应对 GNE 肌
病所特有的许多始终存在的挑战的实用技巧和质量信息。”

Tara 接着说，“当一群 GNE 肌病患者聚在一起时，大家对每个患者需要
帮助的方面、时机和方式似乎有不言而喻的默契和与生俱来的了解。
虽然有些患者实际上是第一次见面，但就好像是一群老朋友在一个良
辰吉日会面。GNE 肌病——这种罕见病——是所有这些患者缔结持久友
谊关系的共同点。”

若想知道如何登记或参加 Ultragenyx 组织的其他患者倡导活动，请访

问活动页面：www.ultrarareadvocacy.com

Neuromuscular Disease Foundation（神经肌肉疾病基金会） –
（美国）
www.curehibm.org

Advancement of Research for Myopathies（肌病研究推进组织）
www.hibm.org

Distal Muscular Dystrophy Patients Association（远端型肌肉萎缩

症患者协会） –（日本）
www.enigata.com

Associazione Gli Equilibristi HIBM –（意大利）
www.gliequilibristi-hibm.org

GNE Myopathy International（GNE 肌病国际组织）
www.gne-myopathy.org

Muscular Dystrophy UK（英国肌肉萎缩症慈善会）–（英国）
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

The Sephardic Health Organization for Referral & Education（塞法迪犹

太人转诊与教育卫生组织）
www.shoreforlife.org

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Enfermedades Neuromusculares
www.asem-esp.org

保持您在登记库中的

详细信息为最新

患者组织
下面可见一份涉及 GNE 肌病和肌肉萎缩症的

国际患者组织和支持组织名单。

患者倡导

GNE 社区应邀宾客出席照片

http://www.gnem-dmp.com/
http://www.taratalksgnemyopathy.blogspot.co.uk/
http://www.ultrarareadvocacy.com/
http://www.curehibm.org/
http://www.hibm.org/
http://www.enigata.com/
http://www.gliequilibristi-hibm.org/
http://www.gne-myopathy.org/
http://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
http://www.shoreforlife.org/
http://www.asem-esp.org/


锻炼和 GNE 肌病
在本文中，神经肌肉研究理疗师 Dionne Moat 将为大家分享有关锻炼的一系列信息，特别是与 GNE 肌病患者有关的锻炼信息。

“您可能在 GNE 旅程的某些时候被您的理疗师或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问到一个可怕的问题——‘您进行锻炼吗’。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您感到不舒
服，您会想“我应该告诉他们真相吗”、“呃，我讨厌锻炼”还是“我无法锻炼”。我们理疗师喜欢谈论锻炼以及爱它还是恨它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即利大
于弊，我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对锻炼作出正确陈述——好处、坏处和必要性！”

什么是锻炼？
锻炼的定义为“需要耗费体力的活动，进行该活动以维持或改善健康

和体格”。（《牛津词典》）

建议进行多少锻炼？
我们都知道“锻炼对我们有好处”。英国政府建议我们进行 150 分钟

的适度有氧运动（大约相当于每周 5 天，每天锻炼 30 分钟），或每

周进行两次 75 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和力量训练。

（www.nhs.uk/Livewell/fitness/Pages/physical-activity-guidelines-for-
adults.aspx）。然而，这些只是指导方针，重要的是要记住任何运动

都比没有运动好，而且适合一个人的运动可能与另一个人有很大不

同。

锻炼的益处

但我有 GNE 肌病……
有海量证据支持锻炼及其对健康人群的益处，但仍然缺乏有力证据

证明锻炼对神经肌肉疾病患者的影响和益处。然而，已经确定的是，

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任何负面影响，由此可以对健康人群中发现的

益处进行了解，并将其转化为对神经肌肉疾病患者的潜在影响。

已经证明具有神经肌肉不良状况的人的运动比没有神经肌肉不良状

况的人少。这种不运动本身可能对健康有害，因为它可能导致体重

增加、肌肉进一步流失或健康肌肉的废用性萎缩，可能减少耐力和

增加疲劳，可能导致关节和肌肉疼痛，并最终导致机能能力更差、

步行更困难和生活质量更差。

虽然确实存在一些神经肌肉不良状况会因锻炼产生进一步的问题和

症状恶化，但由于 GNE 肌病这一肌肉疾病的性质，它不属于这些不

良状况，合理的锻炼是安全的、可取的，并且可能是令人愉快的！

对有肌肉萎缩不良状况的人的益处

由于您的病情而被削弱的肌肉无法通过锻炼增强。然而，如所确定

的那样，患有这种病症的人通常运动较少，这可能导致去适应作用

或废用性萎缩。这是指健康肌肉因不使用和体格下降而变弱，而非

因疾病而变弱。锻炼可以扭转这种状况，而这只是整体益处之一。

我应该进行什么类型的锻炼？
锻炼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水平和强度。对许多人来说，提到锻炼时，

他们会自动联想到在健身房举重或跑步 10 英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锻炼可以根据个人能力进行调整，记住做些运动总比没有运动好！

有氧运动是一种提高您的脉搏和呼吸频率的运动。这些锻炼对改善

您的一般体格，也就是您的心肺有好处，并且有助于体重管理。有

氧运动的例子包括游泳、跑步和骑自行车。GNE 肌病患者的腿和手

臂经常无力，这可能会使

这种类型的锻炼变得困难，

但还有许多替代选择仍然

可以提供同样的益处，例

如散步、做家务或园艺—
—基本上包括任何能让您

的呼吸变得稍困难的活动。

肌力运动的重点是锻炼肌

肉，通常是抗阻训练，例如使用重物进行训练。不建议举重，对于

某些人来说，可能不建议进行任何重量训练。不过，还有替代方法

可以增强肌肉，而且大多数锻炼可以调整到合适的程度。一个粗略

的指导是您应该能够重复锻炼 8 次。例如，如果您只重复 4 次锻炼

就感觉肌肉过于疲劳，那么您应该减重。对于一些人来说，如果他

们明显无力，则可

能不建议进行任何

种类的举重，但如

普拉提或拉伸等替

代运动可能是适当

的。

正如您所知道的，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 GNE 肌病治愈方法，锻炼并

不能控制病情。不过，您确实可以控制自己保持强健、健康和尽可

能进行运动，这有助于您尽可能保持身心健康，从而维持身体机能

和生活质量。找到开始锻炼计划的动机并使之成为您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是最困难的部分。找到您喜欢的锻炼或者您可以与朋友一起或

组成小组进行的锻炼可以帮助你保持下去。阅读英国肌肉萎缩症慈

善会 (Muscular Dystrophy United Kingdom, MDUK) 的这一文档 
(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app/uploads/2015/05/Exercise-advice-
for-adults.pdf)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这一文档提供了很多有用和

可靠的信息，您还可以与您的全科医师或理疗师聊聊您适合何种类

型和水平的锻炼，但请记得——做些运动总比没有运动好！！

降低疾病风险

减少疲劳

控制体重

改善睡眠

改善心理健康和情绪

改善心肺功能

维持或改善关节活动范围

有助于保持肌肉强壮

运动 替代选择

跑步 园艺，打扫房屋，散步

游泳 水中有氧操，水中健身

公路骑自行车 健身脚踏车 健身踏板

运动 替代选择

健身房训练 地板运动，瑜伽，普拉提

可以防止或减少去适应作用

可以减少疼痛

可以改善和维持机能，即步行

http://www.nhs.uk/Livewell/fitness/Pages/physical-activity-guidelines-for-adults.aspx
http://www.nhs.uk/Livewell/fitness/Pages/physical-activity-guidelines-for-adults.aspx
http://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app/uploads/2015/05/Exercise-advice-for-adults.pdf
http://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app/uploads/2015/05/Exercise-advice-for-adults.pdf


肌肉活组织检查有时会对肌肉有严重问题的人（肌肉疼痛 / 无力）进行。这是负责您医疗保健的医生

评估肌肉疾病的根本原因并启动治疗计划的一种方法。英国肌肉萎缩症慈善会 (MD UK) 最近发表了一

篇文章，其中涵盖了与肌肉活组织检查有关的许多主题，特别是对具有神经肌肉疾病的人进行的肌肉

活组织检查。下面我们将看看他们的文章中与 GNE 肌病有关的关键方面内容（查看全文可访问：
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app/uploads/2015/02/Muscle-Biopsies-2017.pdf

什么是肌肉活组织检查？
肌肉活组织检查是采集一小块肌肉样本——通常约为桔子籽大小

——在显微镜下进行检查的程序。它被视为一个“小”手术，通常

是在门诊局部麻醉下进行，或在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下作为日间

手术进行。体检、血液检查以及可能进行的肌电图检查 
(electromyography, EMG) 后，医生通常会要求进行肌肉活组织检

查帮助诊断。

一些人在肌肉活组织检查前可能会接受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扫描。MRI 是一种成像测试，计算机生成

的无线电波和强大的磁场可产生详细的人体结构图像，并能检测

出退行性肌肉疾病。

它涉及到什么？
肌肉活组织检查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肌肉中取样——最常见的是大

腿、上臂、肩膀或小腿肚肌肉（GNE 肌病患者中为大腿肌肉）。

您的医生将从受到疑似不良状况影响的肌肉中取样，但不会严重

浪费。肌肉会适时重新生长。肌肉活组织检查不会增加任何肌肉

无力感。活组织检查过程中通常很少或根本没有不适。你可能会

感到一些压力或牵引力。

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肌肉活组织检查。
1. 针吸活组织检查
针吸活组织检查需要将一根直径约为 5 mm 的针插入您的肌肉。

取出针时，其内部有一小块肌肉样

本可用于分析。

针吸活组织检查的创伤很小，用无

菌绷带和膏药即可闭合。您不需要

缝针。针吸活组织检查是一种专业

程序，仅在门诊或英国的几个中心

作为日间手术进行。

2. 切开活组织检查
切开活组织检查需要在您的皮肤上做一个切口来采集肌肉样本。

切口通常只有几厘米长。取样之后即刻用针缝合切口。切开活组

织检查的创伤比针吸活组织检查大，因为采集的肌肉样本更大。

有时有必要采集更大的样本，这样你可能不太需要再进行一次活

组织检查。

两种类型的活组织检查都有优点和缺点。不同的医院通常偏好使

用不同的方法。

病理医生想知道的是什么？
病理医生是通过检查细胞和组织样本来诊断疾病的医生。他们将

通过肌肉活组织检查分析获得的组织。受肌肉萎缩不良状况影响

的肌肉看起来与正常肌肉不同（图 2）。健康肌肉具有特征性外

观，其由密集纤维组成，纤维大小差不多均匀。受影响肌肉的外

观不同，具体取决于影响它的实际疾病。

图 2：受影响和未受影响肌肉活组织检查的一些特征

肌肉活组织检查并不总是能提供足够的信息供医生对所呈现的不

良状况做出明确诊断，因为活组织检查中可能不存在指示特定疾

病的具体特征。然而，当活组织检查与患者的临床症状一起分析

时，可制定个性化护理计划，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有所帮助。为了

获得明确的诊断，患者可能需要进行基因检测，其中医疗保健专

业人员将通过简单的血液检查来观察 DNA 以发现可能引起疾病

的基因变化。

如您想了解关于肌肉活组织检查或基因检测的更多信息，您应该

与您的医生交谈，讨论您个人的情况。若要查看您所在国家可进

行基因检测的实验室名单，请访问以下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Orphanet：(www.orpha.net/consor/cgi-bin/ClinicalLabs.php?lng=EN)
GNE Myopathy International（GNE 肌病国际组织）：(www.gne-
myopathy.org/Diagnostic_Centres.html)
The Genetic Alliance UK（英国基因联盟）：
(www.geneticalliance.org.uk/services.htm)

肌肉活组织检查
什么是肌肉活组织检查，为什么 GNE 肌病患

者通常必须进行肌肉活组织检查以帮助诊断

图 1：针吸肌肉活组织检查示例

对照（未受影响）肌肉

•细胞纤维大小相似 (A)
•细胞纤维颜色相似

•细胞核位于每个细胞纤维

的边缘

•无细胞炎症

GNE（受影响）肌肉

•细胞纤维结构不像对照肌肉一样

均匀

•细胞大小不一 (C)
•存在更多脂肪组织（取代肌肉） 
(D)

（镶边空泡）

三角肌

活检针

肱骨

http://www.musculardystrophyuk.org/app/uploads/2015/02/Muscle-Biopsies-2017.pdf
http://www.orpha.net/consor/cgi-bin/ClinicalLabs.php?lng=EN
http://www.gne-myopathy.org/Diagnostic_Centres.html
http://www.gne-myopathy.org/Diagnostic_Centres.html
http://www.geneticalliance.org.uk/services.htm


罹患神经肌肉疾病与操作个人计算机

（克服挑战的方法）
GNEM-DMP 登记库中的一些参与者近几个月已经联系管理团队，告知他们因为 GNE 肌病对身体的影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难以

操作台式电脑 (personal computer, PC) 或笔记本电脑。随着时间的推移，疾病发生进展，GNE 肌病患者的下臂 / 手腕 / 手中开始

发生肌肉退化。并非所有诊断有 GNE 肌病的人的肌肉都会萎缩到无法像以前一样手动操作 PC / 笔记本电脑的程度。但一些人

（包括一些登记研究参与者）可能需要调整使用 PC / 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方法可能变得不舒服 / 
不可能。

有些参与者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传统标准键盘（带

按键）和 / 或计算机指向设备（鼠标）时，疾病进展使他们变得

越来越沮丧，并且使他们的体力耗费增加，尤其是在输入较长的

文本时。一位参与者解释了目前他们如何只能用一只手指（每只

手）打字，如何不得不在两次按键之间重新放置他们的手，这导

致他们使用键盘明显变慢。该患者还解释说，他们选择想要的按

键越来越困难，他们有时还会按下不想要的按键（或同时按下两

个相邻的按键），或者实际上他们难以用力选择按键导致多次出

现错误字母。

管理团队认为，如果我们调查一些现有的适合使用的 IT 适配可能

对此问题有所帮助，其中一些您可能已经知道，另一些您可能还

不知道。我们将特别关注我们认为对广泛的神经肌肉疾病（如 
GNE 肌病）患者有益的 IT 适配。

屏幕键盘
Windows 和 Apple 电脑上有很多“轻松使用”工具，用户可以用此改变其

系统上操作键盘和鼠标的方式。

其中一种功能是“屏幕键盘”
功能。屏幕键盘看起来就是

屏幕上出现键盘的图片。可

以使用鼠标从键盘选择字母，

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屏幕上

键入文本，而不必使用键盘。

这个工具对于使用传统键盘进行打字有困难但仍然能够使用鼠标来操作

计算机的人有用。关于屏幕键盘的更多信息可访问 NHS 网站（以下链接）

：

www.nhs.uk/accessibilityhelp/Using-Windows-on-screen-keyboard-in-Windows-7.html
www.nhs.uk/accessibilityhelp/Using-Mac-OSX-on-screen-keyboard.html

轨迹球鼠标
轨迹球鼠标是一种基座上嵌有一个球体的指向设备——就像一个带有外

露突出球体的倒置鼠标。使用者用拇指、其他手指或手掌滚动球体移动

指针。轨迹球鼠标对于手指滚动传统滚轮有困难的人来说是理想选择。

这种类型鼠标的另一个好处是，该设备不限于在平坦桌面上使用，这使

得它成为诸如喜欢将鼠标放在腿

上的人的理想选择。

移动设备应用程序 (App)
现有一些可以下载到的 App 能够将你的智能手机 / 平板电脑变成一个万

能遥控器，这样您就可以将您的这些设备当作键盘或鼠标来操作台式电

脑或笔记本电脑。一些参与者可能会发现，他们能够成功操作触摸屏键

盘，或者他们使用手指 / 指

针在移动设备上滚动比使用

标准键盘或鼠标更容易。目

前可获得的一个此类 App 由
一家名为 Unified Remote 
www.unifiedremote.com 的公

司制作，可在 Android、
iPhone 和 Windows Phone 设
备上使用。

语音识别
如果您打字速度慢，或者使用键盘有困难或不舒服，那么您可以佩戴耳

机向计算机说话，语音识别软件可让您在麦克风上说的话键入屏幕。有

许多公司已经开发了数字听写软件，但也有一些免费版本的软件可供 
Windows 或 Apple 电脑用户使用，所以在花钱购买任何高级软件之前，

何不尝试免费版本感受感受呢。更多信息可访问 NHS 网站：
www.nhs.uk/accessibilityhelp/Keyboard-talking.html

摄像头鼠标
摄像头鼠标是一个免费程序，计算机

用户可通过移动头部来控制鼠标指针。

使鼠标指针停留在屏幕上的一个点上

即可完成“点击”，就像普通鼠标一样。

这个程序的主要受众是无法可靠地控

制手但能够移动头部的人。想要使用

此软件，您的计算机显示器上或附近

需要有内置的网络摄像头或标准 USB 
网络摄像头。该程序在 Boston 
College（波士顿学院）开发。
www.cameramouse.org/about.html

如果您对本文中提到的任何软件或设备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管理团

队 (GNEM@treat-nmd.eu) 获取更多信息。此外，如果您对自适应设备有

任何顾虑或者您有任何与您的移动能力有关的问题，请与您的医疗保健

提供者联系，以获取更多关于您在您所在地可获得的支持的信息。本文

介绍的软件和设备未经管理团队认可，本文仅供参考。

Windows 上屏幕键盘截图

各种类型计算机轨迹球鼠标

摄像头鼠标软件截图

http://www.nhs.uk/accessibilityhelp/Using-Windows-on-screen-keyboard-in-Windows-7.html
http://www.nhs.uk/accessibilityhelp/Using-Mac-OSX-on-screen-keyboard.html
http://www.unifiedremote.com/
http://www.nhs.uk/accessibilityhelp/Keyboard-talking.html
http://www.cameramouse.org/about.html
mailto:GNEM@treat-nmd.eu


Vitor Pinto – 我所经历的旅程
Vitor 的年龄为 39 岁，住在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尔图。他于 2012 
年被诊断出患有 GNE 肌病，自 2014 年起一直是 GNEM-DMP 登记

研究的积极参与者。下面，Vitor 讲述了他应对这种疾病的经历，

并分享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请注意，Vitor 的经历是他自己独

有的经历，不代表所有研究参与者的经历。

与所有被诊断出患有 GNE 肌病的人一样，在症状开始出现之前，我过着正常的生活。我踢

足球、跑步，做着大多数青少年做的事情。15 岁左右，我开始远离体育运动，转而把业

余时间用来搞音乐，特别是我开始学习打鼓。

我第一次出现症状
我记得在我 22 岁左右，有一天和朋友们去踢了一场足球赛，当时第一次注意到我的身体有了变化……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有点奇怪。当球传给

我的时候，我会失去平衡，我无法理解我发生了什么。起初，我想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运动得那么多，我只是有点缺

乏练习。

这件事之后，我决定加入当地的健身房，开始更经常地锻炼身体。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进步。我的肌肉和开始健身前的状

态一样，我注意到我的朋友们的身体随着锻炼的增加发生变化，而我的肌肉保持不变。与此同时，我还注意到，跑步时我不得不花费比以前

更多的力气才能跑完同样的距离。

寻求诊断
几年来，我拜访了几个不同的医生和专家，他们给我作出的诊断各不相同。我不知道在这个阶段

该做什么，所以继续过我的生活——直到 2004 年 26岁时，我觉得自己在以更快的速度恶化，我的

双脚明显失去了力量。这时，我决定去家乡波尔图市的 Hospital de São João 看看。但直到 2012 年
我才终于被确诊出患有 GNE 肌病。我记得当被告知这种疾病——并且目前还没有治愈方法的时候，

我确实很担心。

我记得第一次穿专业鞋帮助矫正足下垂——这是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走

路时我的移动似乎受到了限制，而且无法穿上我所拥有的鞋子让我很沮丧。直到发现 Foot-
Up’s（一种轻便的踝足矫形器，它能为下垂脚提供动态支撑），我所经历的鞋子问题消失了——这

时我感到更自由了。

与 GNE 社区交流
我决定通过搜索互联网上的信息尝试更多地来了解 GNE 肌病，但我发现可供阅读的资料非常含糊，而且不一定有帮助。我所学到的关于这种

疾病的知识无法达到我的期望。直到我通过 Facebook 遇到了一个人，她也被诊断患有 GNE 肌病，她介绍我进入了一个 Facebook 封闭小组。

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员，我能够找到我需要的所有信息，包括 关于 Ultragenyx Pharmaceutical Inc. 为治疗 GNE 肌病所开展的工作的一部分——正

在进行的临床研究的信息。虽然我有幸生活在一个气候较好且相对平静的国家，但不幸的是，葡萄牙的经济不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强大。目

前，因为我的病我没有参加工作，而葡萄牙的基础建设导致我没有从我的国家得到我所要求的足够的财政支持。

继续正常生活
在我与这种疾病的斗争过程中，我幸运地被一大群能够支持我的人所包围。我的妻

子、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是给我力量的人，他们让我继续微笑着生活。音乐也是我逃

离病痛的一种方式。我是一个乐队的歌手，是另一个乐队的鼓手。我将继续打鼓直

到我不再有力气为止！我每天的日常是早上带女儿去上学，到公园遛狗，有时去 
CrossFit 班做一些锻炼，定期和乐队排练。我仍然设法在家里和家附近做一些正常水

平的日常活动。简而言之，我过着正常的生活，但也有一些局限。

在我所属的其中一个乐队唱歌

在健身房锻炼前做一些拉伸运动

打鼓——我作为乐队成员演奏的乐器

感谢您花时间阅读我的故事，Vi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