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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 ”当刘轩飞在患病 13 年终于得到确诊后，他还
是没能马上理解这种罕见病名称背后的含义。 实际上，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ALD） 以及它所属的 “脑白质营养不良”
（LD）这一类疾病，造成的是神经系统的受损，会导致听觉和视觉功
能损害、智力减退、行为异常、运动障碍等很多症状。 当患者是儿童
时，病情往往进展很快，从出现症状到不治去世，时间可能不到一年。

今年 43 岁的刘轩飞曾经是互联网公司高管和创业者，如今人生
轨迹已经转向罕见病组织的负责人。他正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全
力连接患者、医疗界与社会公众，为罕见病群体点燃生命中的亮点，
为此踏上不停息的“万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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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活一天都是赚的”

篮球和跑步等运动，是刘轩
飞曾经的爱好。 2006 年，他的一
对双胞胎儿子诞生，“等孩子长
大了带着他们一起打篮球”是他
美好的梦想。 然而，就在这一年，
他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一次运
动中他崴了脚，然而不像往常那
样过段时间就痊愈， 而是一直

“恢复不好”，受伤的右脚脚踝总
是感到无力。 之后，他腿部的运
动能力障碍逐渐扩展，右腿膝盖
在行走时无法弯曲用力。

2011 年之前， 在旁人看来，
他只是走得慢一点； 而在那之
后， 他行走姿势的异常愈发明
显。 2012 年，刘轩飞做了腿部韧
带修复手术，然而腿部的不适没
有消除，反而加剧了。“到那时，
我还在往骨头方面的问题想。 ”
然而 2014 年半月板摘除手术之
后依然不能缓解症状，他开始迷
惑：到底是怎么了？

直到 2019 年， 他在医生的
推荐下做了相关的基因检测，才
终于确诊为“肾上腺脑白质营养
不良”。

确诊后，他开始去了解这类
疾病相关的信息。 他发现，LD 这
种“营养不良”，并不是“补补营
养”就会好的，它是一种罕见病，
而且几乎是一种“不治之症”。 这
种病症，并不是说人不能够吸收
某一种营养物质，而是人的代谢
出了问题，然后这种异常代谢物
堆积会损害脑和脊髓，导致智力
减退和全身瘫痪等一系列神经
系统症状。

“我真的是十分幸运。 ”刘轩
飞告诉记者。 他从出现症状至今
16 年了， 目前只是腿部出现问
题，思路一直清晰，病程的进展
也相对缓慢。

然而对其他一些患者而言，
这样的病症要凶险许多。 LD 的
患者中，有不少是孩子，常常表
现为智力减退和逐渐瘫痪，并且
疾病的发展非常迅速；如果不给
予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他们通常
在发病后的一两年内死亡。

仅就刘轩飞了解到的情况，
2022 年的前 8 个月， 已经有 16
名 LD 患者去世，其中包括 13 名
未成年人。“我可能已经经历了
人生中的一些重要的节点，工
作、成家、生子；可是对那些孩子
而言， 他们的生活才刚刚起步。
对他们和家人来说， 这太残酷

了。 ”说到这里，他放慢了语速。
近些年，刘轩飞能够明显地

感到腿部运动能力的丧失在加
快。 2019 年初，他开始借助拐杖
行走。 他坦言，在那之前他也经
历过内心的挣扎，“毕竟，这意味
着我的症状严重了。 而且也要面
对旁人异样的目光：这个人看起
来年纪不大，怎么就要靠拐杖走
路了？ ”

“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不能动
了， 现在能动一天就是赚一天。
既然上天还给了我一些时间和
机会，那我就要好好珍惜，去做
一些该做的事情。 ”刘轩飞说。

点亮希望，创造连接

2020 年 7 月，刘轩飞找到了
他“该做的事”。 他成立了罕见病
公益组织“亮点连接罕见病关爱
之家”。

他希望帮助罕见病患者和
他们的家属，让他们看得到生活
中的“亮点”，而“亮点”拼音的缩
写 LD 也正是“脑白质营养不良”
的英文缩写。“连接”，则是刘轩
飞立志要去做的事情：去连接患
者、医学界与社会公众。

开始在网络上搜索罕见病
相关的信息时，刘轩飞就发现想
要获取准确、权威的信息，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网上的信息鱼
龙混杂、真假难辨，如果轻信随
意搜到的结果， 很容易被误导。

“例如，网上有的信息说 LD 患者
的平均生存时间中位数只有 3
年。 然而实际情况是，LD 有很多
种类型，不同类型的预后情况差
异很大。 ”

于是他开办了“亮点连接”
网站，和伙伴们一起，去寻找国
内外权威可靠的罕见病相关文
献，进行翻译、编辑，再发布出
来。“我想要从 LD 开始，做一个
靠谱的罕见病科普网站，给患者
群体实实在在的帮助。 ”

在做科普的过程中，他逐渐
结识了更多的患者、家属、医生
和罕见病组织人士，集结起来的
社群力量也越来越大。

目前，“亮点连接”的全职工
作人员只有刘轩飞一人，其他伙
伴都是抽出业余时间来参加。 由
于并没有固定资金来源，组织的
所有活动都要靠申请公益资金
或者寻求资助。“现在就是做什
么事情，都要精打细算，一分钱
掰成两半花。 当然，资金的事儿
并不是最困难的，从以前的做企

业到现在做公益，有太多不一样
的地方，也有很多新的困难要去
克服。 ”刘轩飞坦言。

2021 年 7 月，他启动了一场
名为“罕见病万里行”的爱心活
动。 他和一名罕见病病友、一名
罕见病患者家属一起，开着一辆
房车，去记录途经各地的罕见病
患者的故事，以及罕见病领域医
生的观点。“我们想通过这样的
行动， 告诉广大的罕见病病友：
你们不是独自在战斗。 ”

这是一场真正的“万里行”。
三人历时 41 天，行驶路程超过 1
万公里， 走过了东部 17 个省和
直辖市， 采访了 28 组与罕见病
相关的人士， 其中 22 组为患者
或患者家属，另外 6 组是医学领
域的专家。

刘轩飞说，在拍摄过程中，不
少病友的故事对他的触动很大。

有一个河北的家庭，LD 患
者是个小男孩， 在八九岁时发
病，现在已经完全瘫痪了。 可是
他的母亲是一名先天的脊柱裂
患者， 从小就没有能正常地走
过路。 一个残疾的母亲，是没法
再照顾一个已经瘫痪的、 身高
一米三四的男孩的； 只能是孩
子的外婆， 就像小时候照顾她
残疾的女儿一样， 再照顾又已
残疾的外孙。

孩子的父亲在外打工 ，但
收入非常微薄。 这种情况下，孩
子的外公已经 60 多岁了，还要
像年轻人一样去超市做一些搬
运的体力活儿， 挣些钱来支持
整个家庭。 他们的情况，确实非

常艰难。
“最触动我的，并不是他们

的艰难现状，而是他们在这样的
处境中，仍然一直很乐观。 ”刘轩
飞一行在现场和这个家庭聊了
很久，孩子的母亲几乎全程微笑
着，“你完全看不出她是一个自
小残疾而现在自己孩子再遭残
疾的人。 ”

“我觉得像这样的家庭，他
们真的很坚强， 很能给人力量。
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出口、一个
表达的机会，为他们争取社会的
一些理解以及帮助。 这是我愿意
把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刘轩飞说。

“万里行”不孤独

2021 年，“罕见病万里行”系
列视频全网播放量超过 500 万，
社会关注度超乎刘轩飞的想象。
有了成功经验， 刘轩飞在 2022
年继续了“罕见病万里行”的行
程。 这次他的目标是西南的省
区，受访人士涉及的相关罕见病
病种丰富了许多。

2022 年 8 月，刘轩飞来到重
庆， 与那里的病友段冬会合，开
始了新一年的“万里行”。今年 27
岁的段冬从出生起就被罕见病
的并发症折磨，被称为“火棉胶
婴儿”：全身上下的皮肤火红，像
被烫熟了一样； 出生后 24 小时
内，他的皮肤就开裂、脱落，大量
的皮屑堵在他全身各处。 被医生
认为只能“活三个月”的他在 24
岁那年终于确诊，他得了罕见病

“中性脂质沉积病伴鱼鳞病”，可
能是目前中国第一例被报道的
该病症患者。

段冬说：“我经历了很多，非
常清楚对于罕见病群体而言，有
一个表达的机会是多么难得，又
是多么重要。 ”因此，当在网上看
到刘轩飞的邀约时，他马上报名
参加。

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在
支持着他们。 2022 年的“万里
行”，刘轩飞收到一笔 9000 元的
捐助，来自一支年轻人组成的乐
队“穆尼人”。 乐队负责人郑骏是
在三峡大学就读的一名大二学
生，她与高中学校的同学、学弟
学妹们从 2021 年开始，每年举办
一场音乐会义演，将门票收入扣
除成本后，捐给公益事业。 2022
年，她和伙伴们看到了刘轩飞的
事迹，决定帮助他们。“罕见病群
体真的需要更多的关注，我们的
力量非常小，但无论如何，表达
了我们的理想。 ”郑骏告诉记者。

9 月，从“万里行”的旅途回
到上海休整的一天，刘轩飞来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
院， 拜访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
立。 曹立之前曾为刘轩飞诊疗病
症，如今，他更多的是成为刘轩
飞的公益伙伴，一同开展罕见病
的科普等行动。

他跟罕见病组织在十几年
前就已经结缘。 他表示，在平时
的诊疗中，医生与每一个病人没
有足够的时间来详细交流病情，
所以平时也会跟病人留下联系
方式，让他们可以继续与自己沟
通。 有罕见病组织的参与，医生
可以开展线上的义务咨询、科普
等活动，给予患者在治疗、康复
和心理层面的一些辅导，诊疗效
率会更高。

在他看来，罕见病组织可以
把患者和家属聚在一起，让他们
相互抱团取暖、交流信息，获得
社会关注和支持，对这个群体起
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作用。 许多
罕见病组织在做对罕见病患者
群体的统计调查，相当于帮助流
行病学家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也对医疗政策的制定起到了支
持和指导。 同时，他们帮助患者
和家属群体与政府、 公众沟通，
帮助他们发声。“罕见病组织发
挥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是我一直
愿意帮助他们、参与他们工作的
原因。 我们的根本目标是一致
的，就是为患者服务，共同帮助
罕见病群体。 ”

“我们的目标，表达起来可
以很简单， 就是让像 LD 这样的
罕见病最终实现‘可防可治’。 ”
刘轩飞明白，这四个字说起来容
易，但要真正实现，还有太多的
坎坷要经历。 他已经做好了准
备，长期坚持下去，也希望更多
人和他同行。

“我们不是因为看到希望而
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能点亮希
望。 ”这是刘轩飞想对所有罕见
病患者说的一句话。

（据《新民周刊》）

不停息的“罕见病万里行”

新闻 NEWS

刘轩飞（右）在 2021 年的“罕见病万里行”中采访罕见病患者

2022 年的“罕见病万里行”，刘轩飞（中）、段冬（左）与受访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