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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改以人名命名的德国高校

德国许多大学也改过名，但不少新增的校名以名人的名字命名，给校名注入了厚

重的文化内涵。

1. 耶拿大学创立于 1558 年，1934 年改为弗里德里希 - 席勒耶拿大学（Friedrich-
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弗里德里希 • 冯 • 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是德国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席勒

曾在 1789 年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 ；

2. 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由德国著名学者、教育家和

政治家威廉 • 冯 •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于 1810 年创办。

自 1828 年起至 1946 年，该大学被称为腓特烈 - 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
Universität）。1948 年苏联占领东柏林后，两校分裂，部分学生出走，在西柏林

成立了柏林自由大学，而腓特烈 - 威廉大学则于 1949 年改名为目前的柏林洪

堡大学，以纪念大学的创始人洪堡兄弟。柏林洪堡大学是德国新型大学的模版，

威廉 • 冯 • 洪堡在这里确立了现代大学所遵循的“科研与教学统一”、“学术自由”

等基本原则 ；

3. 明斯特大学成立于 1771 年，于 1902 年从德皇威廉二世得到了它现在的名字 ：

明斯特威斯特法伦威廉大学（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其

中威斯特法伦（Westfalen）表示明斯特所在地区 ；

4. 马丁 - 路德哈勒 - 维滕贝格大学（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是以德国宗教改革发起人马丁 • 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名字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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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学家等文化名人命名的大学 ( 下 )

图 9  莱布尼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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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502 年建立的维腾贝格大学和 1691 年建立的哈勒大学在 1817 年合并而成 ；

5. 班堡大学的全名是奥托 - 弗里德里希班堡大学（Otto-Friedrich-Universität Bamberg），
起源于 1647 的班堡学院（Academia Bambergensis ），现在以 Melchoir Otto Voit von 
Salzburg 和 Friedrich Karl von Schoenborn 名字命名的名称是 1988 年改的；

6.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 1 建于 1914 年，1932 年改名为约翰 - 沃尔夫

冈 - 歌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Johann-Wolfgang-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以纪念诞生在法兰克福的诗人、戏剧家约翰 •沃尔夫冈 •冯 •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

7. 杜塞尔多夫大学成立于 1966 年，于 1988 年改名为海因里希 - 海涅杜塞尔多夫

大学（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 Düsseldorf）以纪念诞生在杜塞尔多夫的德

图 10  歌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校徽

图 11  位于法兰克福的歌德雕像（作者 2011 年 8 月摄）

1 德国另有（奥德河畔）法兰克福
欧洲大学，名为 Europa-Universitӓt 
Viadrina Frankfurt (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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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诗人、作家和政治思想家海因里希 • 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这

个校名的更改曾历 20 余年的争论。争论的部分原因在于二战之后，不少人对

作为犹太人的海涅没有充分认识，持有偏见，如有人将他贴上了“共产主义”、“骗

子”等标签。杜塞尔多夫以拥有海涅而骄傲，在这里还可以见到市中心的海因

里希 •海涅林荫道、海涅故居、海涅研究所等以海涅的名字命名的对象 ；

8. 马格德堡大学的全称是奥托 - 冯 - 居里克马格德保大学（Otto-von-Guericke-
Universität Magdeburg）。马德格堡大学是在 1993 年经过合并原来的理工大学、

教育学院和医学院而成立的一所很年轻的大学。奥托 • 冯 • 居里克就是那位我

们熟知的在 1654 年进行马格德堡半球实验的德国物理学家。居里克也曾任马

格德堡市长。

图 12  杜塞尔多夫海涅大学与州立图书馆前的海涅雕像

图 13  谷歌涂鸦纪念居里克诞辰 410 周年（奥地利、德国，2012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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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数学家名字命名的大学 2

我们简介世界上分别以七位数学家命名的八所大学 。

 图西技术大学   

伊朗德黑兰的图西技术大学（Khajeh Nasir Toos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是为了纪

念十二世纪伊斯兰世界著名的学者、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纳西尔 •丁 •图西（图西技术大

学将他的名字拼为 Khajeh Nasir al-Din Toosi，但通常被称为 Nasir al-Din al-Tusi, 也被称为

Khawaja Muhammad ibn Muhammad ibn Hasan Tūsī, 1201-1274）。它源于 1928 年成立的信

息研究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s），后来经过扩张更名，最终于 1984 年得到现在的名字。

图西的一生很传奇。我们下面仅作简介，另文再详述。

图西所处时代的一个突出背景就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的军队对东西方诸国的侵

袭。蒙古军队西征途中，毁坏屠戮了许多重要城池，其中就包括图西的家乡图斯以及图

西曾前往深造过的名城内沙布尔。幸运的是，图西在蒙古军队来临之前获得了良好的教育，

后又到阿萨辛派的“鹰巢”阿拉穆特（Alamut）要塞避难。阿拉穆特也是他进行天文观

测、从事学术研究的绝佳场所。继而，在阿拉穆特被旭烈兀（成吉思汗之孙，托雷之子）

攻陷后，图西转投蒙军，随其攻克巴格达，并受重用。作为回报，旭烈兀在伊尔汗国立

国初期便按图西的请求修建了马拉盖天文台（Maragheh Observatory，今伊朗东阿塞拜疆

省的马拉盖）。利用这个当时最好的天文台，图西制作了《伊尔汗天文表》（或译作《伊

尔汗历数书》）。这个天文台也启发了兀鲁伯在撒马尔罕建立了兀鲁伯天文台（Ulugh Beg 
Observatory。2013 年 9 月 10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卡

里莫夫总统陪同下参观了该天文台）。

图西将三角学从天文学中分离出来。特别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图西双圆（Tusi Couple）：

图 14  图西技术大学（校名牌匾的“K. N. T.”来自于图西名字的首字母）

2 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中小学也
不少，如高斯出生地德国布伦瑞
克的高斯小学，华罗庚故乡的华
罗庚实验学校、华罗庚中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