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避免买到扩容 U 盘

如何避免买到扩容 U盘呢？淇河路上，

一家电子产品销售商店老板告诉记者，虽

然扩容 U 盘和行货 U 盘外观上几乎没什

么分别，但也能找到鉴别方法。

“比如金士顿 U 盘，插口处都有型号标

志，消费者可以在网上查询。 第二个方法就

是将 U盘插在电脑上，存入大容量的文件，

看看文件是否被损坏或丢失。 ”该店老板建

议，消费者在购买 U 盘前，应在网上查询一

下一定容量的 U 盘的市场价， 然后通过正

规渠道购买。

对此，市消协的工作人员建议，不管在实

体店购买U盘还是通过网络购买，市民都应

索要发票，便于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后，找商家

退换，或拨打商家所在地的 12315投诉。

分辨 U 盘“扩容”

和容量误差

有这样一种情况， 即便您在正规电子

产品专卖店购买的 U 盘， 在使用中也会发

现， 其内存储量没有达到外包装上标注的

数字,如 8GB的 U盘，在电脑上显示其存储

量为 7.44GB。 对此，有人怀疑这样的 U 盘

是扩容 U盘，因此要求销售商进行退换。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造成这种现象有

两种情况：一是 U 盘内部装有驱动程序，占

用一定空间； 二是国内 U 盘生产厂家对 U

盘容量按照 1MB=1000KB计算， 而电脑系

统检测容量的标准为 1MB=1024KB， 两者

之间存在误差。 而经过虚假扩容后的 U 盘

存储量成倍“增加”，其在电脑上显示的内

存储量也不是其原本的数值。 二者存在本

质区别。

U 盘“缩水”？“扩容”惹祸

□晨报见习记者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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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结婚年龄越来越晚

根据《婚姻家庭法》有关规定，男满 22 周

岁、女满 20周岁就可以结婚了。 过去，中国妇联

划定“剩男剩女”年龄标准为：男 30岁，女 27岁。

今年，这一标准发生了变化，年满 30 岁仍未婚

的男女均为剩男剩女。

在我市，在按传统的观念，女性如果到 25岁

还没结婚，在长辈儿的眼里似乎就成了剩女。 然

而，现在的女孩子读完大学，也就 22 岁左右了，

再花一两年甚至三四年找工作， 一晃就二十五

六岁了，她们再适应一下工作环境，谈上一两年

的恋爱，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很多人发觉，自

己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工作忙 生活圈小

难以结识异性

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爱情比较纯洁， 但毕

业后， 校园情侣常因二人身处异地或工作等原

因分手。 很多人从竞聘的激烈角逐中取胜后，正

为自己找到满意的工作而庆幸时， 却发现自己

每天能接触到的， 也就只有身边的这几个同事

了。

家在我市的年轻人还好， 有家长和亲朋好

友替自己操心，帮忙介绍对象，可很多从外地到

鹤壁工作的年轻人，孤身一人，想要结识合适的

异性，却没有机会。 一位姓罗的男士告诉记者，

他的老家在林州市， 前两年进入我市的一家中

专做教师。 他在大学学的是机械制造，同班同学

中根本没有女生。 他本想上班以后就好了，结

果，他上班后发现自己的同事基本都是男性，个

别女同事早已名花有主。 看着别的同事三天两

头跟亲戚朋友介绍的女孩相亲， 自己快三十岁

了，还是单身，心里很不是滋味。

忙碌的生活也挤占了单身青年的业余时

间，影响他们寻找另一半。 我市一所高中的一位

杨姓年轻教师就是这样。 他告诉记者，自己上班

好几年了，以前也有人给自己介绍对象，但由于

自己当时教的是高三毕业班，工作压力大，时间

紧，给某位姑娘约了三个星期之后，才有时间见

了一面，之后，隔了近一个月，才见了第二面，那

位姑娘认为他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就和他中断

了联系。“那姑娘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也觉得很

遗憾。 ”杨老师对记者说。

传统相亲 遭遇尴尬

即使那些有亲朋好友给介绍对象的年轻

人，对传统的相亲方式也怀有不满。 很多年轻人

表示，和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一起吃饭，多少感

到不自在，不舒服。 尤其是那些带着长辈来相亲

的，众多亲友团成员坐在一起，你问我答的相亲

场面，让很多年轻人更是浑身不自在。

一位姓吴的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达了

她强烈的不满：“老一辈有老一辈的标准， 我们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标准，我们之间有代沟。 多次

相亲不成功后， 我只要表现出对相亲对象不满

的情绪，父母和其他长辈总是责备我太挑剔。 可

是，长辈每次都只关心男方有没有房子，干什么

工作，收入多少，从不考虑我们是否性情相投。

其实，我只是想找个谈得来、有共同语言的另一

半而已。 ”

婚介市场 高不成低不就

新区某中介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手头

的房介信息不少，婚介信息不多，一般来他们这

里登记婚介信息的， 多是外地来我市工作的人

和一些屡次相亲失败的人。

“这可能和市民的观念有关，一般人遇到婚

姻大事还是倾向于找亲朋好友介绍。 亲朋好友

介绍的没成，才转到婚介上来。 而且现在很多年

轻人的心态都没有放平， 有些人不看自身的条

件， 一味想找各方面条件明显比自己优秀的异

性，要求不切实际，还不听中介人员的建议。 ”这

位工作人员说。

“比如有些男子无房无车、无正式工作，还

想找个年轻漂亮、知书达理的女孩，也有些女

性身高、外貌、学历、工作都不行，开口就要男

方有房、有车，还要个子高、长得帅。 比她差的，

她不要，和她般配的，也不要，可比她条件好

的，人家又看不上她，免不了被剩下来。 ”这位

工作人员说，“到我们婚介所报名的年轻人中，

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一些是条件差得难以找到

合适的对象，一些是条件太好，挑来挑去，挑花

了眼。 ”

借鉴经验

大型联谊会等相亲模式出现

为解决社会上大龄男女的婚姻问题，很

多单位和组织都把目光放到联谊会这一形式

上。 团市委曾组织大型联谊会，为未婚男女提

供结识彼此的机会， 鹤壁日报社也曾举办大

型相亲活动。

在形形色色的联谊活动中，一种名为“八

分钟约会”的联谊方式开始兴起。

“八分钟约会”是指每一个参与相亲的人

都有机会与所有参加活动的异性交谈，交谈的

时间规定为 8 分钟，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与

心仪的人谈话，同时，又不会被某一个人缠住。

当然， 八分钟约会的最终目的只有一

个———在最短的时间里认识最多的异性。

八分钟约会的模式是固定的，如果你对某

个人不感兴趣， 那么， 你只需要和对方交流 8

分钟即可，不会被同一个人长时间纠缠，也避

免了单独见面的危险。

同时，八分钟约会也是一种经济的交友方

式。 传统相亲费时、费钱，中国人爱面子，男士

大多主动付账，吃顿饭动辄要 100 多元甚至数

百元。 此外，还要花时间策划逛公园、看电影等

娱乐活动，算下来，传统的相亲方式可谓劳民

伤财。 而八分钟约会因其简单的见面方式，少

量的活动费用， 和众多的见面人数等特点，受

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

剩男剩女：

遭遇寂寞 难进“围城”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不少人发现，不知从何时

起，身边忽然涌现出一大堆大龄未婚的剩男剩女，他们的爱情

和婚姻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晨报记者 李丹丹

某电子产品商店里陈列的 U 盘。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U 盘“缩水” 原是虚假扩容

“我前几天买了一个存储量为 8G 的 U 盘，可

我往里边存照片时，很多照片都丢失了。 ”3 月 19

日，读者王先生向记者反映。

据王先生介绍，3 月初，他在淘宝网上看到一

则“50 元购买 8GU 盘”的广告，超低的价格让他

心动不已，当即买了一个。

收到这个 8GU盘之后，王先生便迫不及待地

将电脑里的珍贵照片存进新买的 U 盘里，然而当

他换了一台电脑，打开 U 盘查看照片时，许多照

片都丢失了。王先生十分苦恼，不知道问题出在了

哪里。

记者带着王先生来到新区一家电子产品专卖

店，经店主检测后方知，这个 U 盘是水货，外包装

上标的是 8G 容量，实际容量只有 4G，售前被人

虚假扩容了，犹如猪肉被人注水一样。

无独有偶， 新区市民徐女士也遇到了这种情

况，2009 年她在淘宝网上以 255 元的价格购买了

一款标注为 32GB的金士顿 U盘， 虽然卖方一再

保证是正品，但往里边存放文件一超过 8GB 就提

示出错，后来，她才发现自己买的是“扩容”U盘。

采访中， 记者发现有王先生和徐女士这样经

历的人还有很多。

据从事电子产品售后服务多年的王大

军介绍，“扩容”U 盘是通过技术手段，让一

个小容量的 U 盘在电脑上显示出超过其本

身存储量的 U 盘。“比如一个实际容量为

256M 的 U 盘，通过技术手段可以使其存储

量显示为 8G， 再按照 8GU 盘的价格销

售。 ”王大军说，“如果往这种 U 盘里存储东

西，超过其实际存储量的文件都会丢失。 此

外，这种 U 盘的存储速度非常低，经常出故

障。 ”王大军说。

记者在新区走访了几家U盘销售商店，发现

仅从外包装来看，很难辨别U盘是否被人“注水”。

“据我了解，U 盘的行货产品销量不是很

大，扩容 U 盘因其标注的存储量大，而实际价

格低于同等存储量的真 U 盘， 很受消费者欢

迎。 ”王大军说。

何为扩容 U 盘

扩容 U 盘 真假难辨

U 盘作为一种移动存储工具，

因其携带方便、价格低廉，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 然而一些不法商贩为了

谋利， 利用各种手段对 U 盘做手

脚，使其内存储量虚假增大。消费者

购买了这样的U 盘， 在使用的过程

中频繁出错、丢失文件，给工作和学

习带来极大困扰。

核心提示


