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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5
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国第一批罕见病目录，首批纳入121种罕见病。

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医学会罕见病分会候任主任委员谢俊明教授，是
参与制定目录的专家之一。

他说，国家版罕见病目录的出台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由国家层面建立罕见病框架性政策机制，说明国
家很重视，这份目录将为医疗机构以及罕见病和孤儿药相关研究团队提供了一个标准，一个方向。”

据谢俊明介绍，目前医疗界发现的罕见病有超过七千种，而第一批目录确定的这121种罕见病，是根据
罕见病中发病率较高和疾病可防可治这两个维度来甄选的，是着重要先解决相关问题的。

2016年9月，专注于国内罕见病领域的非营利机构-罕见病发展中心曾发布《中国罕见病参考名录》，共
计147种疾病，其中有88种疾病与这次发布的国家版罕见病名录重叠。罕见病发展中心黄如方主任说，国家
版罕见病目录的发布是罕见病患者及家庭、致力于改善罕见病防治的公益人员们一直翘首以盼的。现在，这
份目录的出台将为加强我国罕见病管理，提高罕见病诊疗水平，维护罕见病患者健康权益起到推进作用。

国家版罕见病名录落定

首批纳入121种罕见病

备受期待的国家版罕见病目录终于出台。这被业内视为罕见病保障历史性的突破，有望推动罕
见病科学和临床研究以及药物研发。

难以确诊、无药可治、特效药难进中国市场……随着罕见病保障的国家政策密集出台，困扰罕见
病患者的难题正在被逐一击破。专家建议，罕见病目录准入标准应进一步细化，并建立全国罕见病
诊治中心，让罕见病患者得以尽快确诊。

罕见病目录出台的“弊”也同样明
显。

王晓晖认为，加速孤儿药上市进
程的同时，罕见病目录还为医保部门
未来制定和完善罕见病相关医疗保障
制度提供了参考。

但在刘军帅看来，情况并不乐
观。他认为，对患者来说，更好的医疗
保障制度最为重要，罕见病保障应该

由医保部门领衔，但此次五部委联合
公布目录，并没有医保部门的身影。

而医保资源有限，罕见病人群与
费用规模数据不清，在多个主管部门
并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公布目录，或
将让医保部门进退两难。

此外，罕见病目录的扩容标准，有
待进一步细化。《罕见病目录制订工作
程序》对罕见病目录的准入标准作出

规定。文件提出，将分批遴选目录覆
盖病种，动态更新。纳入目录的病种
应同时满足四项条件：国际国内有证
据表明发病率或患病率较低；对患者
和家庭危害较大；有明确诊断方法；有
治疗或干预手段、经济可负担，或尚无
有效治疗或干预手段、但已纳入国家
科研专项。

刘军帅认为，这样的规定相对模

糊，缺乏明确的标准，准入条件中的发
病率、危害性、可治疗性三个指标都亟
须细化明确。

不仅如此，罕见病医疗水平也有
待提高。刘军帅认为，目前国内罕见
病医疗服务能力总体不强，缺乏有效
治疗手段，“政府应推动建立全国罕见
病诊治中心，让罕见病患者能够尽快
确诊，接受治疗。”

“罕见病国家目录出台是罕见病
保障的历史性突破。”在刘军帅看来，
目录出台的“利”显而易见：这将有利
于罕见病科学和临床研究、药物研发
等。其中，最直接受益的将是孤儿药
研发。

“罕见病目录认定的疾病大多是
临床需求比较急迫，疾病负担较为严
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疾病。”罕见病

制药企业负责人王晓晖认为，对药监
部门来说，纳入目录内的病种在药品
优先审评审批、免临床试验等方面就
具有了依据，可以让全球孤儿药尽快
登陆中国市场。

实际上，孤儿药正在“小跑”进
入中国。优先审评审批、减免临床
试验、有条件批准上市、延长数据保
护期……近年来，一系列药审新政

密集出台。
“目录的出台加之药品审批新政，

将让罕见病药物研发企业享受更多政
策红利，从而激发企业对孤儿药研发
的积极性。”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研
究中心白桦希望，未来重症肌无力患
者可以有更多用药选择，不再仅仅依
赖“小明”。

他们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中国
罕见病患者群体的缩影。

难以确诊、无药可治、特效药难进
中国市场、医保不纳入、社会歧视……
多年来，他们的生存面临重重挑战。

由于治疗罕见病的药物市场需求
少、研发成本高，很少有制药企业进行
研发生产，这些药被称为“孤儿药”。

制度的建成环环相扣，罕见病的

定义和疾病目录的缺失，让政策的齿
轮迟迟难以运转。最直接的影响是
——孤儿药难入医保目录。

也因此，多数孤儿药费用昂贵，患
者常无力承担。

业内人士回忆，早在 2009 年，
治疗戈谢病的进口特效药“思而赞”
在国内上市时曾有过一次专家论
证，最终仍被否决，原因之一就是罕

见病定义和病种不明晰，“单单‘光
什么是孤儿药’这一个定义就把我
们难住了。”

中国药促会医药政策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青岛市社会保险研究会
副会长刘军帅在青岛市人社局任职
期间，曾主导建立起当地政府、社会
组织、患者多方共担的罕见病医疗
保障机制，并将戈谢病等罕见病纳

入青岛大病救助范围，这被称为“青
岛模式”。

改革期间，他曾提过一个议案，把
罕见病与尿毒症的保障待遇持平，“我
们曾经设计了这个制度，但最后要执
行的时候又拿下来了。因为害怕公布
之后，所有人都说自己是罕见病。这
就是没有法定概念，没有疾病目录的
弊端。”

“把人拉回去吧。”躺在ICU的王
哲（化名）病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医
院担心继续耗下去，王哲一家最终人
财两空，建议家属办理出院，“医生怕
我家没钱办丧事，临走还送了我们两

套寿衣。”疾病突然向王哲袭来，是在
2012年冬天。

毫无征兆的，身高近1米8、身材
壮硕的他开始全身瘫软无力，坐都坐
不住。去当地医院做全身检查，各项

指标却又一切正常。但他的身体仍在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直到无法自
主呼吸，被推进ICU。

在云南深山里，布依族姑娘杨希
（化名）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去当地医
院看病，有的叫她查眼科，有的叫她查
心电图，检查结果却一切正常。直到
在昆明的三甲医院，杨希被医生告知，
她得了罕见病：重症肌无力。

这种由神经与肌肉接头处传导障
碍所引起，慢性的、罕见的自体免疫性
疾病，目前尚不能治愈。

漫长的冬天过去，在死亡线上挣
扎半年之久的王哲又活了过来。在三
甲医院，他同样被确诊为重症肌无
力。与王哲相比，杨希承受得更多。
得病后，按照布依族的习俗，患了重病
的女孩不能在娘家过年。疾病没有摧
毁她，但这一切把她紧紧缠住，“觉得
自己要死掉了”。

尽管如此，重症肌无力患者仍是

罕见病病友里“幸运”的少数。
目前全球已知 7000 多种罕见

病中，仅 5%有有效药物，重症肌无
力是其中之一。由上海中西三维药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溴吡斯的明，可
用于治疗重症肌无力。这种被患者
称为“小明”的特效药，是维持他们
正常生活的“大力丸”。虽然美罗华
等进口特效药也可用于重症肌无力
治疗，但与 20 元一瓶的“小明”相
比，药价高昂，并且不在医保报销范
围内。

不过，由于依赖单一药物，重症肌
无力患者不得不承受救命药断供的风
险。2016年，因为药厂产能升级新旧
厂房更替，“小明”大面积断货。即便
是药厂正常生产的情况下，仍有患者
因为“小明”不在当地医疗机构采购计
划中，不得不跨省买药。找人代购少
则40元，多则七八十元，最贵时被炒
到160元一瓶。

目录准入标准应进一步细化
罕见病保障应由医保部门领衔

【打开思路】

罕见病群体生存之困

救命“孤儿药”难入医保目录

罕见病目录将为“孤儿药”上市提速

罕见病目录出台背后 医保部门缺席

本报讯 55岁的李阿姨，患有三叉
神经痛，每当冷风一吹，右侧的面颊就
会如遭电击一般疼痛。日前，李阿姨在
市四院疼痛科接受了一项超声引导下
的可视化、精准、靶点新技术诊疗，告别
了这“天下第一痛”，开启了无痛人生。

原来，李阿姨在2年前突然出现右
侧鼻翼旁及右上牙槽疼痛，以为是牙
痛自己服用止痛药镇痛效果不明显，
而且冷风一吹，她的右侧面部就如电
击一样，持续数秒至1分钟，每次疼痛
发作的时候，让她痛不欲生，间隙期却
毫无感觉。最近1个月来，李阿姨连说
话、刷牙、吃饭等一个细微的动作均可
诱发疼痛，痛的时候流泪不止。

四院麻醉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岳莉
介绍说：“在详细查看李阿姨带来的病
历资料，并进行面部各项检查后，决定
为她进行一项新的诊疗技术——超声
引导下、C臂机精确定位下三叉神经半

月节射频热凝术。”
由于李阿姨两年来，在多家医院接

受过多次针灸、理疗等治疗，其三叉神经
的第二支疼痛区域复制不很敏感，使靶
点定位有点难度。四院疼痛科团队在超
声引导及C臂机定位下进行可视化穿
刺，反复测试感觉刺激，复制疼痛区域，
最终精确定位其三叉神经第二支靶点，
并进行射频热凝术。术后当天，李阿姨
就感觉困扰她两年多的疼痛消失了。

岳莉解释说，三叉神经为混合神
经，是人体第5对脑神经，也是面部最
粗大的神经，含有一般躯体感觉和特
殊内脏运动两种纤维。三叉神经由眼
支（第一支）、上颌支（第二支）和下颌
支（第三支）汇合而成，分别支配眼裂
以上、眼裂和口裂之间、口裂以下的感
觉和咀嚼肌收缩，并将头面部的感觉
讯息传送至大脑。

（杜蘅 李青）

本报讯 77岁的彭大爷，早上突
然鼻子发痒，“阿嚏”一个大大的喷嚏，
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伴随而来的是一
阵剧烈的头痛，脑袋像被撕裂一样，痛
得他浑身打颤。十余分钟过去，头痛
却越来越剧烈，最后被送到常州七院
就 诊 ，被 确 诊 为“ 蛛 网 膜 下 腔 出
血”——脑中风的一种。

彭大爷不解：“我平时身体很好，也
没有高血压，怎么会突然脑中风呢？”

七院神经内科副主任苏润萍介
绍，蛛网膜下腔出血是指脑底部或脑
表面血管破裂，血液流入蛛网膜下腔
引起相应临床症状的一种脑中风，它
属于脑出血的一种。该病大约85%是
由于脑基底部囊肿动脉瘤破裂引起，
而动脉瘤形成可能是多种情况，如先
天性脑血管发育缺陷，后天动脉硬化、
动脉炎以及血管肌力层的退化等。其
中高血压、抽烟、酗酒等因素可能导致
该病的发病风险大大增加。

苏润萍解释说，剧烈的头痛，常为
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唯一症状或主
要症状，这种疼痛非常剧烈，常被患者
描述为一生中最为严重的头痛，头痛发
生突然，常伴恶心、呕吐，常使患者不能
继续正常活动，头痛持续不缓解。有的
患者可出现颈部疼痛、意识丧失、癫痫
发作等。一般头颅CT检查可发现95%
以上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

苏润萍提醒市民，动脉瘤性蛛网膜
下腔出血患者初次出血病死率可达
30%，再次出血后病死率增加到70%，
即使成功处理了动脉瘤患者还是有一
定程度生活质量的下降。因此，建议蛛
网膜下腔出血患者，一定要早期进行脑
血管造影检查，如发现动脉瘤需早期处
理，预防再出血发生。非动脉瘤破裂的
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则需要接受内科
卧床、止血、镇静止痛、血压管理和液体
管理、防治脑积水等综合治疗。

（瞿云 李青）

55岁阿姨受三叉神经痛折磨，风吹如遭电击，
说话都会痛——

四院巧解“天下第一痛”

老人晨起突然头痛 竟是脑中风

本报讯 一名12岁的女孩云云
（化名）吃了一根冰棍竟引发急性胰腺
炎，在市儿童医院的“内镜下鼻-空肠
营养管置入术”新手段救治下，目前已
顺利康复出院。

5月下旬，天气渐热，家住武进的云
云吃了冰棍后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一开
始，家里人以为孩子吃坏了，也没当回
事。3天后，云云的疼痛不但没减轻，还
越来越厉害，并出现频繁呕吐。5月24
日晚上，爸爸带着她到市内一家综合医
院求诊。急诊科医生检查发现孩子精
神萎靡，血淀粉酶高达1082U/L（正常
值0-96U/L），腹部B超及CT显示胰腺
体积增大，肝内外胆管极度扩张，胰头
囊性占位病变，腹腔、盆腔存在积液。
云云被诊断为急性胰腺炎，病情危重。
该院立刻联系市儿童医院专家前往会
诊，一个小时后，市儿童医院儿外科董
武主任赶到该院，经过检查，他建议先
采用内科保守治疗的方法，必要时选择
手术方案。为了更好地救治，云云被转
入儿童医院消化科。

住入消化科时，孩子精神差，面色
苍白，腹痛剧烈，高烧不退，血淀粉酶已
达1285U/L，尿淀粉酶也高达6608U/L
（正常值0-1000U/L）。消化科主任拾
景梅在评估病情后，考虑为云云施行该
院新治疗手段：行内镜下鼻-空肠营养
管置入术。她立刻联系常州市儿童内

镜中心消化内镜副主任徐岳主任，在充
分的准备后，消化科、内镜中心和儿外
科的3位专家联手，在消化内镜下，成功
为孩子置入“鼻-空肠营养管”。通过

“鼻-空肠营养管”鼻饲深度水解奶粉，
保证在不刺激消化液分泌的情况下，云
云能得到充足的营养供给。

经过治疗，云云的情况日渐好转，
肚子也不疼了。5月27日，她的血淀
粉酶降为127U/L。5月28日，医生试
着让云云吃了少量的流质，没有肚子
疼或其他不舒服的情况发生，于是，医
生为孩子拔除了“鼻-空肠营养管”，让
她开始慢慢恢复正常饮食。6月上旬，
血淀粉酶和其他指标恢复到正常范
围，云云终于康复出院了。

拾景梅介绍，以往，我市在救治像
云云这样的急性胰腺炎儿童时，为了
避免进食后刺激消化液分泌而加重胰
腺炎病情，通常让孩子绝对禁食。而
新技术采用内镜下置入“鼻-空肠营养
管”，在可视的消化内镜帮助下，直接
将管子放入孩子的小肠，通过鼻饲营
养液的方法，将营养液直接喂到孩子
的小肠，避免了上消化道分泌消化液
对胰腺造成刺激，让胰腺充分休息，加
速恢复。此举在保障了孩子营养供应
的同时，可大大缩短疾病疗程、降低治
疗费用、减轻孩子的痛苦。

（钱群华 杨小霞 陈荣春）

一根冰棍引发12岁女孩胰腺炎
市儿童医院“内镜下鼻-空肠营养管置入术”缩

短病程、减轻痛苦

“悦动悦健康”是常州报业
传媒集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
号，以解读医疗卫生领域相关

政策，传递当下最热点的医学信息和本地卫生医疗新闻等内
容为主。我们会定期邀请本市各大医院知名专家，回答大家
在微信上的提问。

读者提问：如今妇科肿瘤越来越常见，作为普通女性，该
注意什么？

出场专家：常州市一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高红艳
专家解答：妇科最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为：宫颈癌、子

宫内膜癌、卵巢癌，其他还有外阴、阴道、子宫、输卵管等恶
性肿瘤。

那么，什么样的女性易患肿瘤？1、年龄（尤其＞40岁）：
肿瘤是一种跟衰老密切相关的疾病，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肿
瘤的发生也会不断增加；2、不良生活习惯：吸烟、肥胖、缺乏

运动、不合理膳食习惯、酗酒、压力过大、心里紧张等都是肿
瘤高发的因素。

要预防妇科肿瘤，应避免熬夜等过度劳累的生活习惯；
保持个人的清洁卫生，防止不洁性生活、过早性生活；积极治
疗慢性妇科疾病，如慢性宫颈炎、盆腔炎、外阴阴道炎等；定
期进行妇科体检，尤其是年龄＞40岁的女性；注意健康饮食；
开展适合自己身体的锻炼，提高抗癌能力。

其实，通过定期开展妇科体检，如血
液、尿常规、粪常规、宫颈细胞学检测、B超
等检查项目可以筛查出部分肿瘤。需要提
醒的是，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没有
典型的早期临床症状，因此，除定期开展妇
科体检外，如果出现月经失调、异常阴道流
血、流液、腹痛、下腹部包块、便秘、排尿异
常等不适，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

女性该如何预防妇科肿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