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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的 INFORMED 活动中，我们了解
到银屑病影响着全球的数百万人，且这种影
响不仅仅局限于身体上，还会在社交、情感
和经济上造成挑战。

今年的挑战尤为艰巨。我们都受到了新冠疫
情的极大冲击。银屑病患者在接受护理时
面临着额外的障碍。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致
力于继续我们的项目。我们的社群绝不推迟
任何可能改善银屑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潜在突
破。虽然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但也充满了对
不确定性的克服。这场疫情凸显了保持团结
和保护我们社群中最弱势群体的重要性。

我们自豪地宣布世界银屑病日就是联合日。
今年，该活动团结了来自所有国家和背景的
个人、组织和国际银屑病协会联盟 (IFPA) 
的合作伙伴，在共同的平台上各抒己见 。
我们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努力将政治意愿转化
为行动。对我们社群的承诺将得以实现。

团结的社群带来了强有力的行
动！

一个真正强大的 PSO 社群将始终保持联系、知情
和团结



团结并不意味着千篇一
律。它意味着目标的一
致性。  
– Priscilla Shiren

我们在每个世界银屑病日的
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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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强大 
PSO 社群的声音

同心协力，我们提高了社会对
银屑病的关注度，提高了人们
对该疾病对个人生活影响的认
识。

同心协力，我们促使各国政府
加大努力，提供更好地获得适
当和可负担治疗的机会。

对许多人来说，银屑病仍然 
是一种相对陌生的疾病。同心
协力，我们消除了常见的流言
并对对问题给予了解答。

同心协力，便能成就好事 。

https://ifpa-pso.com/our-actions/world-psoriasis-day/world-psoriasis-day-2021/


团结是我们的力量， 
而多样性是我们的动力
世界银屑病日始于 2004 年，现已发
展成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团结发声并促
进银屑病疾病宣传工作的主要平台。
今天，全球有 50 多个国家共同庆祝
世界银屑病日。

我们要特别感谢 WPD 工作小组的成

员，感谢其在活动策划时的奉献和积
极参与。您始终不遗余力地团结我们
全球的 PSO 社群。



下载该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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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que
Inflamed and 

scaly skin

Nail
Nail pitting and
nail separation

Guttate
Teardrop-shaped

bumps

Inverse
Patches of skin
that are bright

red, smooth, and
shiny, but don’t

have scales

Pustular
Pus-filled bumps

(pustules)
surrounded
by red skin

Erythrodermic
Widespread,
fiery skin that
appears to be

burned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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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trauma
including 
Koebner

phenomenon

Metabolic
factors

SmokingAlcohol

Chronic inflam-
matory skin 
disease shortens 
life cycle of skin 
to 3-4 days from 
30-50 days.

Palmoplantar 
pustular psoriasis 
(PPP) is a rare form 
of psoriasis – palmo 
means palms and 
plantar means soles 
of the feet.

Psoriatic arthritis 
can start at any age. 
For many people, it 
starts about 10 
years after psoriasis 
develops, but some 
develop PsA first.

In people with white 
skin, psoriasis appears as 
red or pink patches with 
silvery-white scales. In 
people with darker skin 
tones, psoriasis appears 
as purple or brown 
patches with gray scales.

There are many 
skin conditions 
that resemble 
psoriasis. For 
example, fungal 
skin infections or 
eczema.

Common psoriasis types

Less known facts about psoriatic disease

Rare psoriasis types

Psoriasis risk factors



您是 
银屑病患者的 
家人吗？或是朋
友？

也许您是一名医护人员，亦或是从事
皮肤病学领域工作的人士。请谨记，
即便未患有银屑病，您也可以表示您
的支持。

我们不能帮助到每个人，但每个人都可以帮助他人。分享
您的经验是帮助我们大家感受到团结的有力方式。

团结。从您开始。 
如果不是您，那还会有谁？

要开始分享，请选择
以下一个或多个简单
的选：

无论您是否患有银屑
病，都请发给我们一
张您自己的照片。

请发送一张带有“银屑
病”或“世界银屑病
日”字样的创意图片。

与您的关系网 
或社交媒体 
共享此工具包！

撰写一段短文来描述 
您的经历、 
感受 
或您支持 PSO 社群 
的过程。它也可以是您
喜欢的一句话或令人振
奋的信息。同心协力，我们就会更加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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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的 PSO 社群取得了巨
大的胜利，但银屑病患者仍然面临
着诸多未得到解决的需求。同心协
力，让我们抓住世界银屑病日 
的机会采取行动。 
10 月 29 日，我们将提出我们的
要求，并敦促各国政府将政治意愿
付诸行动。我们期待着得到您的支
持。



PSO 的团结之光如此强大，以至于
其可以照亮整个世界。

今年 10 月，在您所在的 
地区组织纪念碑点亮 
活动，来保持 
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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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d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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