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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PANEL DISCUSSION

MDT在优化NSCLC治疗中的作用：
从疾病早期开始

文稿记录来源于touchPANEL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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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T在优化NSCLC管理中的作用：从疾病早期开始

Solange Peters：我叫Solange Peters， 我是一名
肿瘤内科医生，工作于瑞士洛桑大学医院。很高兴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有关非小细胞肺癌（NSCLC）
患者的多学科诊疗管理的讨论，讨论内容包括早
期、I期到IV期的整个疾病过程。在此参与讨论的不
止我一个。我很高兴能够介绍我的朋友和同仁门，
他们将与我一起讨论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Walter Weder教授是一名胸外科医生，工作于苏黎
世Bethanien诊所。Françoise Mornex教授，工作
于法国里昂克劳德·伯纳德大学。她是一位放射肿
瘤学专家。以及Albrecht Stenzinger教授, 工作于
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病理研究所。正如您们所看到
的，我们的目的是试图以一种跨专业的方式来代表
跨学科的所有观点，以支持MDT（多学科协作诊疗
团队/肿瘤委员会）在日常实践中的运行。

观看完本期touchPANEL DISCUSSION后，您应能
够： 
• 评估一个成功的多学科协作诊疗团队（MDT）在

管理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方面的最佳
工作实践

• 描述MDT成员在评估NSCLC患者的需求和制
定治疗决策时的沟通策略

• 讨论MDT如何通过识别MDT工作实践中的潜
在 以及积极地将新的研究成果纳入NSCLC管
理以支持患者护理

学习目标

• MDT如何协同工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提供
最佳护理?

•	 成功的MDT沟通涉及哪些方面? 

•	 需要采取哪些策略来克服 执行MDT决策时遇
到的障碍并提高研究的接受度？

讨论主题：

SOLANGE PETERS教授（主席） 
瓦杜瓦大学中心医院（Centre Hospitalier Universitaire 

Vaudois [CHUV]）瑞士洛桑沃州

WALTER WEDER教授
Klinik Bethanien 瑞士苏黎世州

FRANÇOISE MORNEX教授
法国里昂克劳德·伯纳德大学（Université Claude Bernard）和

里昂市民救济院（Hospices Civils de Lyon） 

ALBRECHT STENZINGER教授
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病理研究所

由AstraZeneca的独立医学教育申请进行资助。本次活动由
touchIME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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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T如何协同工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提供最佳
护理? 

 Solange Peters: 我们首先从议程表开始。议程表有
三个章节，内容会有一些重叠，但都是我们要讨论的
内容。我们还是先从第一章开始吧：MDT如何协同工
作，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提供最佳护理?
第一张幻灯片是对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关于多学科协
作诊疗团队的作用的一个总结，在诊疗NSCLC患

者方面，MDT看起来并且实际证明也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肺癌是导致全球癌症相关
死亡的主要原因。精准的临床分期可为个体患者
确定最佳治疗策略。

下一张幻灯片是一篇不错的文章，展示了多学科协作
诊疗团队的讨论如何影响患者的预后。这篇文章很

不错，因为它所关注的就是我们其中一章会讲到的内
容，即III期疾病通过综合治疗可能得到治愈。但是，这
种综合治疗本身就一直存在争议。
                                                      

如果我站在另一边，它不仅是关于III期治疗，因为
在III期治疗中，目前很难在放射治疗和作为局部治
疗的外科手术之间找到平衡。我们看到了PACIFIC
的数据，这是关于确定放化疗后为期一年的杜鲁伐
单抗维持治疗，在统计学与临床上均上显示了重大
意义 ，显著提高了总生存期，包括3年的生存率。

因此，MDT为III期疾病患者开创了新的诊疗模式。
受益的不仅是III期患者，因为我们已看到，受益更
多的是我们的病理学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评
估和探寻肺癌甚至是早期疾病中的驱动基因以及
对靶向治疗有反应的突变。因为我们已在ADAURA
试验中看到，这是一项关于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突变的NSCLC患者中进行的手术，必要时添加辅
助化疗以及佐剂奥西替尼。试验结果显示从IB期
到IIIA期的无病生存期都显著延长了。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我们能
够讨论这个永 不停息的争论议题，有关从手术中
获益的处于N2状态的III期疾病患者以及从手术中
获益的完全切除患者。辅助切除是一个好的选择
还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LungART研究的最终结果，该研究
不能证明：从微观方面看，完全切除的IIIA N2期疾
病，无法显示无疾病生存期的统计学差异，在某种
程度上破坏或限制了放疗在III期诊疗中的作用。因
此，真的值得一起讨论，因为这涉及到肿瘤学、外
科学和放射学。 所以在此我们向同仁们介绍小组
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等我们讨论完III期、放疗、化疗
这三个争论点以及分子评估后，第一个想要问同



www.touchoncology.com/cme-education/ 4

仁们的问题是：您们认为多学科肿瘤委员会在诊疗
控制和效果方面起什么作用？

Françoise Mornex：我认为MDT非常重要，因为我
们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每位个体患者提供最好
的治疗。并且，我们可以相互学习。这是教育年轻医
生的好方式。与此同时，在每一次MDT诊疗中，我都
能向外科医生、肿瘤专家和其他专家学习。

拥有不同的观点并为患者讨论最佳方案，这一点很
重要。我认为，由于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我们可以
在CT扫描上看到其他医生未发现的东西，所以我们
可以对患者进行准确地诊断和治疗。例如，我们可以
回想起一些关于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我们可以讨
论，或许我们个人提出的治疗方案并非最佳方案，因
为患者有这种合并症或那种偏好，或者患者不希望
这样或那样的治疗。

我认为，一起协作可以提高知识水平，并且从诊断和
治疗的角度来看，可以改善为患者提出的诊疗方案。

Solange Peters：Albrecht，您觉得呢? 病理学家可
以只向我们提供报告而不参加MDT吗，还是您认为
病理学家就是MDT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lbrecht Stenzinger：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
认为在这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是：病理学家不仅要掌
握组织学，而且还要对临床试验、分子病理学和药物
审批等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我认为让病理学家参与
进来的重要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讲。

一是，病理学家自己对每位个体患者的临床情况都
有全面的了解。二是，病理学家可以把他们的所有知
识和临床经验都带进来。

Solange Peters：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一个不断发展
的领域，一直都在作为局部治疗的放射肿瘤学和外
科手术之间变动。我想说的是，即使在诊疗指南中，
我们会在下一张幻灯片中看到，我们也会为局部治
疗留有考虑空间，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局部诊疗指南，
在外科手术和放疗方面做出最终决定。
 
那么摆在您们面前的问题是，您们下一步将采取什
么措施，或者说您们所在的研究中心将如何为III期

做出治疗决定? 对于哪些是可切除的，哪些不可切
除，您们是否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 您们是否经常
对局部浸润性疾病进行分子表征分析? 在我所在的
中心，我们开始这样做是因为ADAURA试验，但我得
说，在此之前它对我没什么帮助。

您们认为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分子表征分析吗？ 例
如，MERMAID试验着眼于研究微小残留病，仅对有
微小残留病的患者进行辅助免疫治疗（IO）。您们对
III期疾病的诊疗有好的标准吗？ 针对III期疾病的诊
疗，您们将怎样来作出决策？我们来换个话题，因为
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争论。

这次让我们与Françoise一起开始吧。在您们的中
心，对于III期疾病您持什么观点？ 您对此清楚吗？ 您
们是否制定了非常明确的决策流程？

Françoise Mornex：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
这一点很困难，并且各个中心也各不相同。这反映了
一个事实，即不存在真正的真理，因为真理来自经
验，来自环境，同时也来自风险因素。

到目前为止，如果我们看一下存活率，我想我们有诸
多理由认为，可以为非常特殊的患者保留手术治疗。
因为如果您查看PACIFIC的最新结果，例如对于不可
切除的患者，他们的生存期为三年和四年，这比我们
通过手术从较早的组内试验观察到的生存期更长，
例如ESPAC-2试验。1甚至比LungART试验中稍早期
的患者的生存期还长。因此，对于较晚期的患者，观
察到的结果要比我们在非晚期患者中观察到的结果
更好。

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何时采取
治疗，何时选择手术? 我认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手术能起一定的作用，但其作用可能不如从前了。而
且我建议在对单个受累组淋巴结诱导化疗后，对反
应良好的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如果手术不需要进行
肺切除术，如果我们有合适的患者，而且如果该患者

（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少做这种手术）在了解这两
种治疗的不同结果后，能够在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
之间做出选择。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必须与患
者沟通，并且我们必须详细地向他们解释结果。而
且，我认为2020年在欧洲，可能包括欧洲以外的其他
地方，患者都必须参与治疗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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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nge Peters：Walter，您是否认为这存在局限
性？因为Françoise谈到，有时候这种决定仅仅是涉
及一个淋巴结、纵隔组。在瑞士和德国，如果患者对
初始化疗反应良好，我们就会进行深入治疗。最近
公布了西班牙肺癌协作组的数据，NADIM试验告诉
我们，新辅助化学免疫疗法或者仅仅是免疫疗法，
均可推翻之前的诊疗规则。您认为III期治疗的未来
会是怎样的？ 您们目前的治疗标准又是什么？

Walter Weder：非常感谢! 尽管有太多要说的，但
是我会尽量简短。该方案发表在很有权威且非常不
错的期刊上——European Respiratory Review 

（《欧洲呼吸学评论》）。该方案反映了直到去年的
诊疗指南。但是现在，我们有了LungART辅助放疗
试验，我期待有不同的诊疗指南。我们现在肯定也
会更改诊疗指南。在ADAURA试验中，辅助治疗不仅
仅是化疗，我们还可能对突变患者使用奥西替尼。
然后，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新辅助试验，不仅是针
对N2期疾病，也会针对其他疾病。因此，在短短的时
间里，在一年以内，我们就对许多该类患者采取了
不同的治疗。

Solange Peters：我们正在撰写有关肺癌分子评估
标准的文章。此时撰写是因为ADAURA的缘故，因为
欧洲限制PACIFIC仅治疗PD-L1阳性患者，以及可能
超出该限制治疗ALK和其他突变，您是否认为所有
肿瘤委员会都应该设想，至少要在III期甚至是I期和
II期对分子进行表征分析？ 但是，您认为是否有必
要去了解III期的分子特征？ 您是否在自己的中心推
行此种做法？

Albrecht Stenzinger：是的，我认为数据非常令人
兴奋，可以想象，我们会在早期阶段看到很多分子
分析。所以，我们从IV期转移性疾病开始。但对我来
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知道患者早期的症状表

现? 而且，我们所看到的数据也支持此观点。目前我
们只是在讨论EGFR，但很有可能其他分子药物靶
点最终也可能发挥作用。同样在我们中心，也尚未
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们有一个针对个体患
者的小型研究计划。但目前还不是治疗标准。不过，
我敢肯定它将会成为治疗标准。另外一点是，微小
残留疾病的检测在未来如何影响治疗决定，以及是
否应该采用液体活检? 因此，我看到了在疾病早期
阶段就进行分子诊断。

Solange Peters：综上所述，我们都认为MDT是一
种标准化策略，为如何在各个中心进行治疗提供了
一个框架。当然，由于还存在一些争论，各个中心仍
有自己的决策空间。但是至少，它能够为治疗决策提
供一个标准框架。而且，它还有助于我们为那些可以
作出明确决定的患者制定出个性化决策，然后与患
者一起作出决定。同时必须要有创新：在每个MDT
中，要有来自分子病理学和病理学家的创新，因为幻
灯片中所定义的创新取决于目前以及今后我们所作
的改变。我说的对吗？ 你说的太棒了！ 我同意，在一
年的时间内，整个计划看起来已经很过时了。

成功的MDT沟通涉及哪些方面? 

Solange Peters：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这部
分是关于我们如何在多学科团队（MDT）中进行沟
通。Françoise、Walter, 可以看出您们都非常客气，
但是，有时要在MDT中实现最佳沟通却并不容易。
让我们再次回到有关MDT对于预后的重要作用，特
别强调其在系统地实施MDT时克服困难的重要性。

这里有篇不错的发表文章，大家可以在幻灯片中找
到相关参考。这是一个关于单中心的事后分析。根据
这些偏差及数据，可以显示MDT组中的一年、两年、
五年生存率均较高，通过将患者的疾病阶段和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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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因素考虑在内的多变量分析，表明患者无论处
于什么疾病阶段，年龄如何， MDT组的存活率均更
高，所以这是以一种大规模调整的方式。因此，在这
里告诉我们，忽略老年患者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
当然，决策的沟通对于确保跨服务的顺利过渡以及
确保将治疗护理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在内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接下来将讨论这点，对吗？ MDT是什么？ 
以我所在的机构为例，我们首先至少要有一个统一
制度，这是MDT为每个患者必须做的第一个决策。理
想情况下，后续决策都应该通过MDT制定，但这不是
强制性的。MDT不是一个严格测量的参数，因为它将
涉及很多患者，涉及不同的治疗方案。那么，MDT决
策的时机选择有多重要？ 是否应该在一开始就该进
行MDT讨论？ 在三线晚期疾病中，所有的团队成员
都至关重要吗? 那么如何管理在MDT中提出的这些
报告，如何在机构中制定规则? 无论谁想开始，让我
们欢迎。Walter、Françoise、Albrecht，您们如何管
理这个流程?

Françoise Mornex：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
的机构，我们有一个很长的MDT流程，这很费时，有
时也很累人。我们将疾病开始和复发以及疾病发展
阶段的每一种情况都会提出来。如果情况简单且很
容易做出决定，我们就只需列出患者，记录下治疗决
策，而无需进行讨论。如果没有进行讨论，但有诊疗
指南，并且很容易做出决策，我们将遵循该决策，只
需列出患者。因此未对该患者进行MDT讨论，只是将
其列入MDT中。如果很难做出决策，我们将对患者及
其情况进行讨论。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可以提
高诊断水平。例如，在MDT中，针对纵隔分期流程有
更多需要讨论的问题，如果没有外科医生的参与，有
时候会很困难。如果有外科医生参与，那就容易多

了。如果你想提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技术，比如放疗方
面的技术，有一个放射肿瘤学专家在旁边就非常重
要。这样我们可以提高MDT的决策水平和质量。

MDT在姑息治疗中也起着相同的作用，因为有时我
们可能会提出相当激进的程序，例如外科手术或放
疗，这些可能是医学肿瘤科医生未提及的，但是可以
为患者实施。我认为通过这种合作我们可以提高诊
疗效果，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好结果。所以我认为，
即使这个流程很长，我们也要尽可能多地与患者沟
通。不仅在治疗初期，而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要跟
患者进行沟通以提升管理质量。

Solange Peters：Walter, MDT不单是用于一线手
术决策，您同意此观点吗? 我知道，对于一个外科医
生来说，经常听到很多关于IV期一线、二线、三线的
信息是很烦人的事。您认为这仍然很重要吗？因为
有时手术可能也是一种介入措施?

Walter Weder：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我喜欢将所
有情况都考虑到内，这样我们就可以切入重点。这有
利于透明性，有利于我们了解全面的情况。正如我一
开始所说的，我们互相学习，可以从其他专家那里学
到很多东西：肿瘤学、放射肿瘤学相关知识以及他们
的做法。正如您所说的那样，始终都有局部治疗的空
间。要么增加放射肿瘤学或手术以进行局部控制，要
么通过获取更多组织来对肿瘤进行重新分析以实施
进一步的治疗。对我来说，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从
来不会厌倦于倾听其他情况。

Solange Peters：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团队的问
题。当然，在座的都是肿瘤委员会成员，经常能代表
你们的三项专业领域，但同时也会为患者提供核医
学、放射学，甚至肺脏学相关知识。但是，除了我刚刚
谈到的肿瘤学团队的内部沟通以外，还需要进行哪
些沟通才可以为我们癌症团队以外的相关外界提供
信息。可能包括家庭医生与全科医生，甚至可能是您
在紧急情况下工作的医院，对吧？

我们或您应该如何通知那些可能不得不在紧急情况
下对您的患者进行治疗的一系列相关人员？ 您是否
认为遵循诊疗指南就可能安全，就可以确保对患者
的治疗是合适的？ 那么，除了每周参与讨论会的小
规模团队成员以外，肿瘤小组中还有哪些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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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ise Mornex：是的。我认为这在很多情况
下都很重要。我们还有放射科医生，这在诊断和介
入治疗方面非常重要。我们还有核医学专家，他们
在分析PET扫描方面为我们提供很大帮助。当然，
我们会通知全科医生，也会通知所有参与患者管理
的专家，我们还可以让患者参与进来。谈到患者，关
于MTD我只想说一句：必须让患者知道我们在为
他们的病情进行讨论，因为当患者知道我们在一起
讨论，并且这个决策是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做出的，
这会给患者带来信心和安慰，并且能提高患者的生
存质量。患者会觉得我们是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团
队，如果可能的话，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把
讨论的结果发送给患者。我认为这对患者来说很重
要。特别是在目前的分子生物学时代，新分子的选
择流程非常复杂。

Solange Peters：的确如此。很有意思！ 我们通常
不这样做。Albrecht，你们会这样做吗？ 你们会把
报告发送给患者吗? 我们不会，Françoise，但我完
全同意您的观点。这样一眼就能看出管理的质量和
指南的遵守情况，而不是相反的情况。这可能是一
种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我说的对吗？ Albrecht，
您是否会将病理报告或者肿瘤委员会的报告都发
送给患者？

Albrecht Stenzinger：不会，目前对于有私人保
险的患者，有发送过，但是对于传统保险的患者，还
没有发送过。我非常喜欢让患者直接参与进来这一
想法。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由小型医院、私人诊所等
组成的庞大的本地网络。我们考虑过如何让他们也
参与进来。我们创建了一个网络虚拟平台，这样任
何想要访问肿瘤委员会的人都可以访问这个平台，
还可以为我们推荐患者。

Solange Peters：非常感谢！ 作为第二部分的
总结（我们将进入第三部分），请大家浏览一下
Soukup及其同事发表的这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他
们提到，在癌症治疗中，拥有有效的MDT是一件很
重要的事。当您最开始想组建一个团队时，我们都
知道这需要有一定的领导力，对吧? 肿瘤委员会可
能会自然规定，也可能明确规定您需要有领导力、
需要进行培训，还需要让团队中每个成员都能得
到个人发展，这些成员还必须是各自学科领域方
面的专家。还需要合适的基础设施，从技术到会议
室。重要的是，还需要组织良好的后勤团队，因为
需要提前为MDT做好准备；因为这些不可能临时
提供：病例相关情况也需要提前作出通知。

必须以患者为中心，因为正如Francoise一开始说
的那样，需要有人能够根据患者的症状表现和潜
在的合并症来做出决策。还需要制定一个合适的
机制来确保对所讨论的内容作真实描述。最后但
同样重要的是，您需要对团队进行一个长期的维
护和管理，进行数据连接、数据挖掘、数据统计，我
想说的是，要有一些衡量肿瘤委员会的获益的指
标。所以你需要真正实行管理。这篇论文非常吸引
人。在进行讨论之前我已经浏览过这篇文章，为了
帮助理解，您们可以根据今天所听到的内容提出
一些改进。

需要采取哪些策略来克服执行MDT决策时遇到的
障碍并提高研究的接受度？ 

Solange Peters：所以第三部分是要弄明白，在执
行MDT决策时需要采取哪些策略来克服障碍。有了
这个概念，就能提高肿瘤委员会的研究接受程度，最
终也才会惠及患者。Françoise、Walter、Albrecht，
如果我们医院里有肿瘤委员会，要想实施起来就还
存在不少争论，这仍然是个问题，这对于许多小型医
院来说也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吗？ 在许
多国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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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可能存在哪些障碍，或许该文章
中也还有很多未提到的内容，但首先谈到的是，要
对治疗护理进行充分的协调。当您要考虑到肿瘤委
员会每个成员的角色、时间以及职责时，实施起来
就会很困难。

我们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但是，如果让组内的病理
学家从事所有类型的病理检查工作，而让一名外科医
生不专攻肺癌，则可能会稍微困难。那谁来做决策呢? 
是当时的肿瘤科医生吗？ 因此，这也很难做出决策。
当然，您也需要得到一定的补偿，我们的努力也不应
该被忽视，我们需要为所有参与MDT的主治医师在
时间上提供经济补偿。以瑞士为例，我不知道法国或
德国的情况如何，瑞士对MDT的价值认识不高，他们
需要根据出席的医生人数来付费。所以要赋予MDT
一个真正的价值就非常困难。

因此，当您想到当前这个特殊情况时，我想说，很不幸
COVID再次反弹，我们已经联手ESMO针对每种疾病、
每种疾病实体编写许多相关指南，并且我们一直在对
诊疗指南作出调整以适应新冠肺炎期间的建议。

这意味着会根据您所在地区和疫情的时间，诊疗指南
的优先级别会突然设置为高优先级、中优先级或低优
先级。高优先级是不能协商的、必须及时诊疗的情况。

中优先级是指可以等待六至八周再进行诊疗，而不
会对患者预后造成影响；而低优先级则是可以等到
疫情结束后再进行诊疗。确实是可以将低优先级的
诊疗推迟到疫情结束的。

当我说这很重要时，是因为在今天、明天、两周或四
个月内，我们需要决定是否只需要对高优先级进行
MDT讨论并执行诊疗决策，或者对高优先级以及中
优先级都进行讨论并执行决策，亦或是正常执行我
们通常所做的所有决策。我的意思是，肿瘤委员会
在危机时刻扮演的是更细微的角色，突然间您无法
做所有事情，但您可以做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事
情，亦或是本该做的所有事情都在正常进行着，对
吧? 所以这里的小组讨论是讨论如何使用，比如说
技术，来改善大型MDT中心之外的MDT运用情况? 

Albrecht Stenzinger：所以我认为虚拟肿瘤委员
会是可行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需的基础设
施是否到位，技术运行是否良好，而且还必须有熟悉
自己业务领域的合适人员。除了这两点，我认为非常
可行。因此在七年前，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
一个分子肿瘤委员会，并且自那以后就一直在运作，
并且运作良好。相对常规的针对特定器官的肿瘤委
员会，比如肺肿瘤委员会，我们至少有这个区域外展
的概念，我们使用一个特定的虚拟平台，人们可以安
全地访问，还可以提供患者数据并对放射影像图片
进行讨论。这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

Solange Peters：的确如此。Françoise：例如，在
瑞士，我会尽量将小型医院与肿瘤委员会联系起
来，以确保让所有相关专家都参与进来。你们在法
国也这么做吗? 你们是否会把所有的肿瘤实践通
过某种方式与MDT联系起来?

Françoise Mornex：是的。例如肺癌MDT，大约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与外部的同事建立了联系。
他们先发送影像图片，然后通过WebEx参加远程
会诊，效果很好。我这样做是因为，作为一名放射
肿瘤学家，我们就应该参加所有的MDT会诊。例
如，在里昂，我们每周要参加80多场MDT会诊。因
此我们一直使用视频会议系统或WebEx系统，因
为这个城市很大。交通经常很拥堵。 因此，在很多
情况下我都是通过WebEx远程参加MDT会诊， 而
且效果很好。我们可以看到CT扫描。我们都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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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见到我们的同事，并
且我们可以非常有效地参与制定决策。

Solange Peters: 但是如果您与该地区的所有小
医院、小诊所都进行MDT会诊，这不也是一种确保
将这些复杂的手术病例指引到合适的医疗机构的
潜在做法吗? 至少您为患者推荐了合适的医院，对
吧？ 所以，这可能是一种改善转诊的方法，可以将
患者转介到合适的医疗机构。您也这样认为吗？

Walter Weder：是的。您直接说出了我的心声。
我一直坚信这种复杂的治疗必须在专门的医疗中
心进行，专门的医疗中心可以提供专业的水平。风
险也会尽可能地降到最低。是的，如果合作顺利，
就可以将患者转介到合适的医疗机构。

Solange Peters：的确如此。第二个是非常重要
问题，相信我们都对此深信不疑。您认为MDT的教
育目的是什么？ 当然，我针对的不仅仅是年轻的
肿瘤医生。我认为MDT是一个能让您学到更多东
西的地方，因为您会接触到很多病例，您会看到不
同的争论，可以了解所存在的挑战，还会听到相关
研究的信息。不仅是对我们有好处，我认为您还可
以通过MDT让医生们在职业生涯各个阶段都能得
到专业发展。

这就是不断更新知识。这就是在一些您还不太熟
悉的学科领域中，也要始终掌握最新的知识。我说
的对吗？ 如果没有MDT，我不知道我能对手术了
解多少。因此，对我来说，很明显MDT是有教育意
义的。我会强制我的医生去参加。您对这种跨学科
的看法如何？ 这可能是我们所创造的最有教育意
义的一点。您同意这一点吗？

Françoise Mornex：当然同意。提高年轻医生
的技能，同时保持资深医生的技能，并且不同学
科之间还可以相互学习，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
要。我认为在MDT中有一个领导者很重要，可以
避免我们所说的“群体思维”，也就是要有一个独
特方式来对治疗进行讨和决定，而不是依靠个人
专业知识来做决策。我认为领导者的作用非常重
要，因为他要确保各学科的专家都能发表自己意
见，大家都能表达出自己的所知所想。所以这也
是其教育目的。

Solange Peters：Albrecht，您能用MDT举个例子来
帮助我们理解肺癌中的分子表征是什么意思？吗 您
认为这是一个能让我们理解复杂性疾病的好平台吗?

Albrecht Stenzinger：对我来说，复杂性疾病的治疗
是跨学科的。众所周知，许多错误的出现都是由于沟
通不畅造成的。人们常常沟通不当。我认为，肿瘤委员
会及其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开展交流的好平台，
大家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相互理解的共同话题，也
可以了解各学科的优势与挑战。是的，这绝对是沟通
的好平台。

Solange Peters：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总结，然
后我们就要在此结束讨论了。MDT实践是否有助于
我们将新数据更早地转化为临床实践？ 或许我可以
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在此结束。我们在一开始就和
Walter讨论到ADAURA、PACIFIC试验以及所有的新
辅助及辅助治疗、手术背景下的化学免疫疗法试验。
作为一名肿瘤医生，当我看到MDT已经成为一种常
规，例如，评估PD-L1，变更标签，以及每个专家不断
关注另一个专家的学科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而且
MDT的扩展也很快， 也很有影响力 比如说，LungART
试验告诉我们，完全切除的患者无需进行放射治疗，
然后整个肿瘤委员会的成员都将采取这个决策。
所以我认为这是唯一一个能将会议中的报告数据
迅速地转化到实践的平台。我们正在等待III期放化
疗时代、手术环境中的免疫化疗法时代的所有这些
新试验结果，以及NSCLC早期疾病的致癌依赖肿
瘤的后续试验结果。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参与肿瘤
委员会，您在会议上看到的或者在出版前的期刊上
读到的这些内容在写进诊疗指南前，您就可以将其
带进您的机构。所以我确信，任何MDT实践都能将
新数据尽早转化为临床实践，然后惠及患者。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同时感谢Walter，Françoise以及
Albrecht与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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